數學學習領域
一、編寫說明
數學是一門極具邏輯性的學科，從簡至深、由易入繁循序漸進的次序有其一定性，其連貫及相關連的屬性也較其他領域更為明顯，因此，對
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而言，在編寫數學教材使之符合其個別需求的有意義課程前提之下，是以生活功能性為其首要考量，透過學生日常生活
去思考及採擷相關教材，希望透過實際生活上的舉例與應用，讓學生學會基本數學能力、透過基本數學能力的活用加深加廣對生活的參與，進而
學會更多必備的生活技能。因應融合教育與普通教育接軌之需求，考量九年一貫課程中七大領域、六大議題透過分段能力指標學習進而達成培養
十大基本能力之理念，特殊需求學生亦可全部或部分參與普通教育課程。
本手冊之編寫參考「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數學領域能力指標，針對認知功能嚴重缺損之學生進行調整設計，包括低功能自閉症學生、
中重度智能障礙學生或中重度智能障礙伴隨有感官、肢體或情緒行為等其他障礙之多重障礙學生。透過評估學生的學習需求與身心特質，進而了
解學生起點行為與先備能力，分析普通教育課程能力指標和認知障礙嚴重缺損學生學習需求之適配性進行能力指標的調整，期能透過由低至高逐
步設計與調整課程層次，以漸進方式協助學生達成能力指標，並重視特殊需求學生與普通學生之交流與互動。
(一)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數學領域的知識與運用是個人與團體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環，透過基本數數的運算及量度，學會抽象化和邏輯推理能力，提升學生自我發展、
生活經營、社會參與的生活實踐能力。為落實上述理念，本學習領域之內涵架構如表 1-1，數學領域的範圍包含。
表 1-1 數學領域內涵架構表

四大主題

數學領域之內涵架構
課程總目標：培養學生具備應用數學解決生活中問題的能力
數與量
幾何
代數
統計與機率
N

S

A

D

數學領域能力指標主要分為兩種編號方式，一為分段能力指標，另一為分年細目能力指標。分段能力指標為三碼，第一碼表示主題，分別以 N、S、
A、D 表示「數與量」、「幾何」、「代數」、「統計與機率」；第二碼為阿拉伯數字 1~3，分別代表學習階段；第三碼亦為阿拉伯數字，分別代表分段
能力指標的內容序號，依各指標及學習階段而有不同的項數。例如指標【N-1-2】代表主題為數與量，學習階段為第一學習階段國小 1-2 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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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與量主題的第二項內容，其內容為「能說、讀、聽、寫 1000 以內的數，比較其大小，並做位值單位的換算。」。編碼方式如表 1-2 所示。
表 1-2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編碼方式說明
主題
學習階段
a
b
N 數與量
1 第一學習階段：國小 1-2 年級（編號 1）
S 幾何
2 第二學習階段：國小 3-4 年級（編號 2）
A 代數
3 第三學習階段：國小 5-6 年級（編號 3）
D 統計與機率

編號
c

1~9

數學領域的分年細目能力指標編碼亦為三碼，第一碼表示授課年級，以阿拉伯數字 1~6 表示國小 1~6 年級；第二碼為字母 N、S、A、D，分別代表
「數與量」、「幾何」、「代數」、「統計與機率」；第三碼為阿拉伯數字，分別代表分年細目能力指標的內容序號，依各指標及學習階段而有不同的
項數。例如指標【3-S-2】代表授課年級為國小 3 年級，學習主題為「幾何」
，是「幾何」主題中第二項，其內容為「能認識周長，並實測周長。」。
編碼方式如表 1-3 所示。
表 1-3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細項內涵編碼方式說明
授課年段
主題
a
b
1：國小 1 年級
N 數與量
2：國小 2 年級
S 幾何
3：國小 3 年級
4：國小 4 年級
A 代數
5：國小 5 年級
D 統計與機率
6：國小 6 年級

編號
c

1~9

(二)調整後之能力指標
數學領域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之指標調整及應用之編號，係依據「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數學學習領域分年細目指標再加以調
整而得，共有四碼，前三碼與原分年細目指標編碼相同，第四碼則是根據第三碼流水號之分年細目指標經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等方式，參酌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類課程學習目標檢核手冊」
、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7 年度特殊教育學校(班)工作小組議題研討」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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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礙學生能力發展手冊」及阿寶的天空網站之網路 IEP 內之學生學習目標，將此分年細目指標再行調整成適用於中、重度智能障礙學生教學調
整指標、教學重點及教學資源建議。編碼方式如表 1-4 所示。
表 1-4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調整及應用編碼方式
年級
主題
流水號
調整號
a
b
c
d
一年級:1
N：數與量
二年級:2
S：幾何
三年級:3
1~9
1~9
四年級:4
A：代數
五年級:5
D：統計與機率
六年級:6
分年細目指標調整與應用的編碼方式以 a-b-c-d 表之
1.第一碼＜a＞為年級編碼：
九年一貫數學學習領域課程分年細目指標中，第一碼為年級編碼，一年級為 1、二年級為 2、三年級為 3、四年級為 4、五年級為 5、六年級為 6。
2.第二碼＜b＞為主題編碼：
數學領域能力指標的內容共分為 4 大主題，第一主題「數與量」以英文字母 N 表示、第二主題「幾何」以英文字母 S 表示、第三主題「代數」
以英文字母 A 表示、第四主題以英文字母 D 表示。
3.第三碼＜c＞為流水號：
分年細目指標的流水號，表示在該細項下指標的個數。
4.第四碼＜d＞經調整後之調整號
將流水號之指標個數再加以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等方式，調整成適合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學習能力的學習指標。
以分年細目指標調整【1-n-01-1 認識 0~10 以內數字及唱數。】為例，其編號「1-n-01-1」表示其為九年一貫數學學習領域課程的分年細目指
標中的「一年級」
、第一大主題的「數與量」主題、第 1 項（流水號）分年細目指標【能認識 100 以內的數及「個位」
、
「十位」的位名，並進行
位值單位的換算。】經調整後的第 1 項（調整號）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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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應用
（一）、應用原則
1.調整的方式採用比較具體化、具像化、生活化，並具功能性的學習目標，選擇重要且實用的學習內容來調整。
2.以學生的日常生活為中心，以能適應社區、社會生活為方向，列舉運用實際的生活情境活動，引導學生透過教學學會基本數學邏輯及觀
念。
3.教學時以訓練學生能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所學基礎數學增進學生生活能力為主，對於掌握數、量、形的概念、培養流暢的數字感、運用常
用數量關係，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認識簡單平面與立體形體的幾何性質等均納入教材中。
4.配合日常生活活動進行教學，培養學生的演算能力、抽象能力、推論能力及溝通能力，並希望能培養學生欣賞數學的態度及能力。
（二）、應用方式
1.指標的調整係依九年一貫數學學習領域中分年細目指標作調整，在第一欄列出九年一貫能力指標供參照，讓使用者對照後更能了解各分
年細目指標教學之統整性；建議老師在使用時能考慮學生個別差異，若學生能力可達成原九年一貫數學學習領域之三碼能力指標，則可
依其能力指標進行教學，不必再行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之調整指標，實際教學中以學生 IEP 為主，打破年級界線設計適合學生學習
之教學目標。保留調整與建議刪除部分亦全數列出，老師可依實際教學自行編修運用。
2.以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N-1-01 為例，依據其分年細目 1-n-01 調整出 1-n-01-1~1-n-01-9 及列出教學重點計 8 項，老師在教學時可依學生
能力由調整指標中選擇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目標，或自行調整為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目標，教學重點則提供給老師參考，希望老師在實
際使用時可依循所列舉教學重點，設計發展出更適合學生的教學活動。
表 1-5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調整及應用說明示例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能在聽到 10 元的讀音之後注視
2-n-02-01 能注視 10 元錢幣。
N-1-01 能說、讀、 2-n-02 能認識 100
在環境中出現的 10 元錢幣。
聽、寫 1000 以內
元的幣值，並做 10 2-n-02-02 能配對 10 元錢幣圖片或讀音與實物。
2-n-02-03 能在 1 元、5 元、10 元錢幣中能指認出 10 元 ＊在學生注視下將 10 元錢幣用遮
的數，比較其大
元與 100 元錢幣
蔽物遮住，學生能主動移開遮
錢幣。
小，並做位值單位
的換算。
蔽物找出 10 元錢幣。
2-n-02-04 能以 10 格輔助器材點數 10 個 1 元錢幣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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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換算。

算成 10 元。
＊能在一堆錢幣中（含 1 元、5
2-n-02-05 能以 2 格輔助器材點數 2 個 5 元錢幣後換算
元、10 元）找出 10 元錢幣。
成 10 元。
＊在格子紙的輔助下，完成 1 元
及 5 元錢幣與 10 元的換算。

（三）指標調整及教學重點
數學

領域

1-6 年級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N-1-01 能說、讀、 1-n-01 能認識 100
聽、寫 1000 以內

以內的數及「個

的數，比較其大

位」、「十位」的位

小，並做位值單
位的換算。

名，並進行位值單
位的換算。

N-1-01 能說、讀、 1-n-02 能認識 1
聽、寫 1000 以內

元、5 元、10 元等

的數，比較其大

錢幣幣值，並做 1

小，並做位值單
位的換算。

元與 10 元錢幣的
換算。

指標調整
1-n-01-01 會唱數 1 到 5。
1-n-01-02 能點數 1 的數量。
1-n-01-03 能點數 2~5 的數量。
1-n-01-04 能進行 1~5 數字與讀音的
配對。
1-n-01-05 以畫圈等半具体圖像、具
體圖卡或實物記錄 5 以內
的數量。
1-n-01-06 能進行 1~5 數字與數量的
配對。

教學重點
＊利用教唱兒歌（如：1234567 我的朋友在哪裡…）
幫助學生記憶 1~5 的唱數。
＊利用字卡、圖卡、反覆唱數或以數字接龍遊戲，教
導學生能讀或聽或說或指出進行 5 以內的數唱數。
＊運用日常生活活動讓學生具備有數的觀念（餐具的
擺放及點數、點數班上學生人數、掃除工具排列及
點數、玩具的點數）。
＊利用字卡、圖卡（如：1 棍子 1、2 天鵝 2…）
，教導
學生能寫或讀或聽或說或指出 0~5 以內的數字。
＊教導學生利用畫圈等半具體圖像記錄實物或圖卡所
顯示的數量。
＊利用字卡、圖卡、教具（如：積木、雪花片、錢幣、
糖果…）教導學生進行 1~5 數字與數量之配對。
1-n-02-01 能注視 1 元跟 5 元錢幣。 ＊以 1 元跟 5 元錢幣實物或模型與學生進行互動（可
1-n-02-02 能配對 1 元跟 5 元錢幣。 利用視聽觸動的原則引起學生的注意，讓學生看、
1-n-02-03 能分類 1 元跟 5 元錢幣。 摸錢幣，聽錢幣相互撞擊到的聲音等）。
＊一次僅給予一個錢幣，教導學生依其外觀判斷，將
與範例外觀相同者進行配對。
＊利用字卡、錢幣教導學生寫或讀或聽或說或指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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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N-1-01 能說、讀、 1-n-03 能運用數表
聽、寫 1000 以內 達多少、大小、順
的數，比較其大
序。
小，並做位值單位
的換算。

N-1-02 能理解加
法、減法的意義，
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
A-1-01 能 在 具 體
情境中，認識等
號兩邊數量一樣
多的意義與＜、
＝、＞的遞移
律。

1-n-04 能從合成、
分解的活動中，理解
加減法的意義，使用
＋、－、＝做橫式紀
錄與直式紀錄，並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元、5 元元錢幣幣值。
＊會從一堆硬幣中將 1 元與 5 元分堆放好。
1-n-03-01 能分辨物品的有無。
＊利用實物教導學生有、無的概念，建議以少量食物
1-n-03-02 能做一對一的對應。
教導學生「有」的概念及吃完即「沒有了」、「無」
1-n-03-03 會區別相等的意義。
的概念。
1-n-03-04 會運用配對的方式區別 ＊利用實物、圖卡教導學生進行一對一的配對。可以
數量 5 以內實物的「多」
、 以遊戲方式（如支援前線）進行，先以實物（如餅
「少」及「一樣多」。
乾、碗、湯匙等日常常見物品）提示要求學生拿取
相同的物品，之後才以圖卡要求學生依圖卡指示拿
取相同的物品。
＊教導學生以一對一的方式，排列兩堆（數量相等且
數量為 5 以內的）實物，如：積木、雪花片、錢幣、
糖果等，讓學生透過操作、排列、點數的方式認識
相等的意義。
＊教導學生以一對一的方式，排列兩堆（數量為 5 以
內的）實物，如：積木、雪花片、錢幣、糖果等，
讓學生透過操作、排列、點數的方式認識「多」
、
「少」
及「一樣多」的意義。
1-n-04-01 能注視示範合成的動作。 ＊利用（數量在 5 以內之）圖卡、教具（如：積木、
雪花片、錢幣、糖果…）、（有聲）玩具等可以引起
1-n-04-02 會進行合成的動作。
1-n-04-03 能注視示範分解的動作。 學生注意之物品，示範將兩堆物品合成為一堆。
＊利用（數量在 5 以內之）圖卡、教具（如：積木、
1-n-04-04 會進行分解的動作。
雪花片、錢幣、糖果…）、（有聲）玩具等讓學生操
作、體驗，將兩堆物品合成為一堆。
＊利用（數量在 5 以內之）圖卡、教具（如：積木、
雪花片、錢幣、糖果…）、（有聲）玩具等可以引起
學生注意之物品，示範將一堆物品分解為兩堆。
＊利用（數量在 5 以內之）圖卡、教具（如：積木、
雪花片、錢幣、糖果…）、（有聲）玩具等讓學生操
作、體驗，將一堆物分解成為兩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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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N-1-02 能理解加
法、減法的意義
，解決生活中的
問題。

N-1-02 能理解加
法、減法的意
義，解決生活中的
問題。

分年細目指標
1-n-05 能熟練基本
加減法。

1-n-06 能做一位數
之連加、連減與加
減混合計算。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1-n-05-01 能運用適合的方法進行 ＊利用（數量在 5 以內之）圖卡、教具（如：積木、
合成後，點數合成的結
雪花片、錢幣、糖果…）、（有聲）玩具等讓學生操
果，以具備加法的概念。 作、體驗，將兩堆物品合成為一堆後點數合成的結
1-n-05-02 能運用適合的方法進行
果。
分解後，點數分解的結 ＊利用（數量在 5 以內之）圖卡、教具（如：積木、
果，以具備減法的概念。 雪花片、錢幣、糖果…）、（有聲）玩具等讓學生操
作、體驗，將兩堆物品合成為一堆，教導學生合成
是數量的增加、數字的變大。
＊利用（數量在 5 以內之）圖卡、教具（如：積木、
雪花片、錢幣、糖果…）、（有聲）玩具等讓學生操
作、體驗，將一堆物分解成為兩堆後點數分解的結
果。
＊利用（數量在 5 以內之）圖卡、教具（如：積木、
雪花片、錢幣、糖果…）、（有聲）玩具等讓學生操
作、體驗，將一堆物分解成為兩堆，教導學生分解、
是數量的減少、數字的變小。
＊教導學生利用畫圈等半具體圖像或數字記錄合成後
的數量。
＊教導學生利用畫掉圈圈等半具體圖像或數字記錄分
解後的數量。
1-n-06-01 能運用適合的方法進行 ＊利用（數量在 5 以內之）圖卡、教具（如：積木、
合成後，點數 3 堆總數
雪花片、錢幣、糖果…）、（有聲）玩具等讓學生操
為 5 以內的數量合成的
作、體驗，將三堆物品合成為一堆後點數合成的結
結果，以練習連加。
果。
1-n-06-02 能運用適合的方法進行 ＊利用（數量在 5 以內之）圖卡、教具（如：積木、
分解後，點數從一堆中
雪花片、錢幣、糖果…）、（有聲）玩具等讓學生操
連續拿走 2 次後剩餘物
作、體驗，將三堆物品合成為一堆，教導學生三堆
件的量，以練習連減。
物合成是數量的增加、數字的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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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N-1-01 能說、讀、
聽、寫 1000 以內
的數，比較其大
小，並做位值單
位的換算。
N-1-04 能理解乘
法的意義，解決
生活中簡單整數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利用（數量在 5 以內之）圖卡、教具（如：積木、
雪花片、錢幣、糖果…）、（有聲）玩具等讓學生操
作、體驗，將一堆物連續拿走 2 次物件後點數剩餘
的數量。
＊利用（數量在 5 以內之）圖卡、教具（如：積木、
雪花片、錢幣、糖果…）、（有聲）玩具等讓學生操
作、體驗，將一堆物連續拿走 2 次物件後點數剩餘
的數量，教導學生拿走、分解、是數量的減少、數
字的變小。
＊教導學生利用畫圈等半具體圖像或數字記錄三堆物
件連加後的數量。
＊教導學生利用畫掉圈圈等半具體圖像或數字記錄將
一堆物連續拿走 2 次物件後的數量。
1-n-07 能進行 2 個 1-n-07-01 用 1 對 1 的方式將物品分 ＊利用實物（如：盒裝的環保筷、對筆、對杯等）或
自製之教具（如：製作恰可放入 2 個糖果的袋子），
成 2 個 1 組。
一數、5 個一數、
1-n-07-02 能用 2 個 1 組配對處理生 讓學生反覆練習用 1 個 1 個放入的方式將物品分成
10 個一數等活動。
2 個 1 組。
活物件。
1-n-07-03 用 1 對 1 的方式將物品成 ＊利用日常生活情境教導學生 2 個 1 組，如：2 人 1
組排隊、同一雙襪子放在一起、同一雙手套放在一
5 個 1 組。
起、同一雙鞋子放入鞋盒中等。
＊利用實物（如：5 粒裝金沙巧克力）或自製之教具
（如：製作恰可放入 5 枝筆的盒子）
，讓學生反覆練
習用 1 對 1 的方式將物品分成 5 個 1 組。

倍的問題。
N-1-11 能報讀時

1-n-08 能認識常用

刻，並認識時間

時間用語，並報讀

常用單位。

日期與鐘面上整點

1-n-08-01 聽到常用時間用語時，能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融入時間用語的教學如：「快一
點」
「等一下」等，並教導學生聽到指令時如何做出
做出與指令相對應的動
正確的動作，在行為建立初期當學生做出正確反應
作。
時，立即給予增強物；之後再逐步退除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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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半點的時刻。

N-1-08 能做長度

1-n-09 能認識長

的實測，認識「公

度，並做直接比

分」
、
「公尺」
，並

較。

能做長度之比較
與計算。
S-1-01 能由物體
的外觀，辨認、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1-n-08-02 依照 2 張圖卡的順序，執 ＊利用自製 2 張連續動作之圖卡（如拉開椅子→坐
行動作。
下、敲門→開門、倒水→喝水等）
，提供學生日常生
1-n-08-03 能將常用計時工具做實
活情境中運用，並教導學生如何依照 2 張圖卡的順
物配對
序做出正確的動作，在行為建立初期當學生做出正
1-n-08-04 能將常用的計時工具與
確反應時，立即給予增強物；之後再逐步退除增強。
圖卡作配對。
＊利用實物如：日曆、時鐘、手錶、電子錶等與學生
1-n-08-05 能在計時工具擺放的地
進行互動（可利用視聽觸動的原則引起學生的注
意，讓學生看、摸、翻動日曆，看、摸、轉動時鐘、
方找到計時工具。
手錶指針，聽時鐘的答答答聲音等）
。一次僅給予學
生一個計時工具，教導學生依其外觀判斷，將與範
例外觀相同者進行配對。
＊利用實物與圖卡反覆同時呈現的方式幫助學生將實
物與圖卡建立正確的聯結後，一次僅給予學生一個
計時工具之圖卡或實物，要求學生找出與其配對之
實物或圖卡。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將計時工具擺放於固定位置，
並每日帶學生一起看日曆，定時帶學生一起看時鐘
等，藉由過度學習的方式幫助學生記住計時工具擺
放的地方。
1-n-09-01 能伸手至適當長度取物。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訓練學生拿取距離不相同之物
品，並反覆練習。
1-n-09-02 能運用身體肢体在排隊
時取出與前面同學的適 ＊在排隊時能做出向前看齊的動作，並運用伸直手
臂、且手掌不碰觸到同學的方式，取出與前面同學
當距離。
1-n-09-03 能運用旋轉自己肢體來
的距離。
取出適合活動的前後左 ＊在上體育課時，能將雙手張開往身體兩側伸直、雙
腳不動、運用旋轉自己手臂來取出適合活動的前後
右的距離。
左右的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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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描述與分類簡單
幾何形體。
S-1-03 能認識周

指標調整
1-n-09-04 能運用身體的部分肢體
測量物品的長度。
1-n-09-05 運用實物排列或串連方
法具備有長度概念。

遭物體中的角、

教學重點
＊運用手指去測量物品的長度（如：鉛筆、水管、筷
子等）
，運用跨步測量行進距離等，在日常生活中實
際體驗長度並具備其概念。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透過排隊、運用實物排列或串
連方法具備有長度概念。

直線和平面。
N-1-08 能做長度

1-n-10 能利用間接

的實測，認識「公

比較或以個別單

分」
、
「公尺」
，並

位實測的方法比

能做長度之比較

較物體的長短。

1-n-10-1 能注視教師利用合適的日 ＊利用教室內自然實物(手臂長、掌幅、板擦、鉛筆、
常用品測量目標物體的動 步伐等)，測量學生手臂或桌椅、窗戶、教室等長度。
作。
＊利用長度差性大的物體如筆與手臂長做目視比較長
1-n-10-2 能用目視比較日常事物的 短。
長短。

與計算。
2-n-01-01 會連續從 1 唱數到 10。 ＊利用字卡、圖卡、反覆唱數或以數字接龍遊戲，教
2-n-01-02 會不從 1 開始連續唱數到 導學生能進行 1~10 的唱數。
以內的數及「百位」
10。
＊待學生熟練後教導學生不從 1 開始連續唱數到 10。
的位名，並進行位 2-n-01-03 能點數日常生活中 10 以
＊運用日常生活活動讓學生練習數數 1~10（餐具的擺
內數量的物品。
值單位換算。
放及點數、點數班上學生人數、掃除工具排列及點
2-n-01-04 能進行 1~10 數字與量的 數等）。
配對。
＊利用字卡、圖卡（如：1 棍子 1、2 天鵝 2…）
，教導
2-n-01-05 會指認出 1~10 以內數字。
學生認識 1~10 以內的數字。
2-n-01-06 能認識「個位」、「十位」
＊利用利用字卡、圖卡、教具（如：積木、雪花片、
的位名。
錢幣、糖果…）教導學進行 1~10 數字與數量之配對。
2-n-01-07 會指認計算機的顯示幕
＊會將 1 放在十位格中，將 0 放在個位格中。
數字 1~10。
＊利用字卡，教導學生認識計算機螢幕顯示之數字，
使學生認識計算機的顯示幕數字為何。

N-1-01 能說、讀、 2-n-01 能認識 1000
聽、寫 1000 以內
的數，比較其大
小，並做位值單
位的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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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N-1-01 能說、讀、 2-n-02 能認識 100
聽、寫 1000 以內

元的幣值，並做 10

的數，比較其大

元與 100 元錢幣的

小，並做位值單

換算。

位的換算。

N-1-01 能說、讀、 2-n-03 能用＜、＝
聽、寫 1000 以內

與＞表示數量大小

的數，比較其大

關係，並在具體情

小，並做位值單

境中認識遞移律。

位的換算。

(同 2-a-01)

A-1-01 能在具體
情境中，認識等
號兩邊數量一樣
多的意義與＜、
＝、＞的遞移
律。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2-n-02-01 能注視 10 元錢幣。
＊能在聽到 10 元的讀音之後注視在環境中出現的 10
2-n-02-02 能配對 10 元錢幣實物與 元錢幣。
圖片或讀音。
＊在學生注視下將 10 元錢幣用遮蔽物遮住，學生能主
2-n-02-03 能在 1 元、5 元、10 元錢 動移開遮蔽物找出 10 元錢幣。
幣中能指認出 10 元錢幣。 ＊能在一堆錢幣中（含 1 元、5 元、10 元）找出 10
2-n-02-04 能以 10 格輔助器材點數 元錢幣。
10 個 1 元錢幣後換算成 ＊在格子紙的輔助下，完成 1 元及 5 元錢幣與 10 元的
10 元。
換算。
2-n-02-05 能以 2 格輔助器材點數 2
個 5 元錢幣後換算成 10
元。
2-n-03-1 能分辨一件和大量物件的
不同。
2-n-03-2 在差異很大的兩數量中，
能直觀表示出數量大小的
關係。
2-n-03-3 在具體情境中透過排列配
對直接比較二數量的大小
關係。
2-n-03-4 會區別同類物品的量相等
之意義。
2-n-03-5 會區別不同類物品的量相
等之意義。
2-n-03-6 能由物品的分配情境中理
解「不夠」
、
「一樣多」
、
「多
出來」等用語。
2-n-03-7 能用「＝」的符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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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同類物品，分成兩盤，一盤放一個，一盤
放許多，學生能分辨或拿取多的一盤。如：兩盤學
生喜歡吃的食物呈現在眼前，會拿取較多得一盤。
＊教學時要提供差異很大的兩個數量，讓學生藉由直
觀判斷，以其適合的方式表示出數量的大小關係，
並視學生基本數感的進步情形，縮小數量間的差距。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透過配對容器（瓶與蓋）
、餐具（碗
和湯匙）、盥洗用具（牙杯和牙刷）、衣物（衣服和
褲子）
、衣架和衣服、裝飾（一個花瓶插一枝花）…
等活動，學習比較兩數量關係。
＊如同樣是球，5 個大球和 5 個小球，數量一樣多；3
顆小西瓜和 3 顆大西瓜，數量一樣多…等。
＊如:5 顆球和 5 個球框的數量一樣多；4 個碗和 4 跟
湯匙數量一樣多，…等。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相等的數量關係。
＊可以從各種需要一對一配對的分配生活情境中進行
2-n-03-8 在具體情境中透過一對一 教學，如:分配座位、藝文課分配材料、工具、午餐
對應排列直接比較三個數 分配水果…等生活情境中，示範「不夠」
、
「一樣多」
、
量的大小關係
「多出來」等用語，並進行教學。
2-n-03-9 在三個數量比較的情境 ＊在介紹「＝」為等於符號時，可透過數字、數量相
中，能透過兩兩比較的方 同的情境即出現「＝」符號，讓學生將相等、相同、
式，處理大小關係
一樣多跟「＝」符號建立連結。
2-n-03-10 在三數量的比較情境中 ＊利用實物、教具、圖卡（如：積木、雪花片、錢幣、
認識「一樣多」「最多、
糖果…）
，透過一對一對應的方式，排列成條狀，比
最少」
「最輕、最重」
「最 較學生能力所及的三個數量大小。
長、最短」
「最大、最小」＊使用天平進行兩兩比較驗證，或是三杯水，藉由兩
等用語。
兩比較，後依序排列三數量的大小，進而學習遞移
2-n-03-11 能用＜、＝、＞的符號表 律。甲＞乙、乙＞丙，由大到小排列則甲＞乙＞丙，
示兩數量大小的關係。
所以甲＞丙。
2-n-03-12 在具體情境中運用大小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進行三數量比較時，教師或周
包裝袋配對、位值板排列 遭的人可隨機使用「一樣多」
「最多、最少」
「最輕、
等工具，比較二數量的大 最重」「最長、最短」「最大、最小」…等用語，並
小關係。
可運用情境圖和電腦輔助軟體協助學生學習。
2-n-03-13 能用各種方式表示三個 ＊在具體情境中介紹「＜」或「＞」的符號時，可讓
以上數量大小關係。
學生知道接近開口位置的數比較大，接近尖點位置
2-n-03-14 在購物情境中能使用大
的數比較小，也可以運用符號圖像化的技巧幫助學
於物價的錢幣付款。
生使用「＜」或「＞」的符號。而當兩邊數量相同
時，則可使用「＝」號。
＊可藉由收銀機、位值板、數線、分類盒等輔助協助
下，操作數字卡、錢幣、色線，由較高位值或較高
幣值錢幣，進行比較兩個數字、數量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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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2 能理解加
法、減法的意
義，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N-1-03 能理解加、
減直式計算。

分年細目指標

2-n-05 能理解三位
數加減直式計算
(不含兩次退位)。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在進行多個數量比較時視學生能力和需要可以指導
使用「＜」、「＝」與「＞」等符號表示；或使用由
小排到大，由大排到小，或標序號…等適合的方式
表示三個以上數量大小關係。
＊指導學童在購物付款時，可以直接使用大於物價的
幣值進行付款購物。如：購買售價 7 元的卡片，可
以使用 10 元、50 元、100 元等大於 7 元的錢幣付款，
但記得拿取「找回」的款項。因此教學時可運用工
作分析、流程圖和視覺化、數線等方式，先指導判
斷適合付款的錢幣，再取物和找回款項，索取發票
或收據，進行核對。
2-n-05-01 能指認出合成、合併、添 ＊利用「+」符號圖卡進行教學，在操作合成、合併、
加後數量會變大。
添加時即出現此圖卡，讓學生將符號「+」與加法進
2-n-05-02 能指認出分解、刪除、取 行連結，並期能知道「+」號及其意義。
出後數量會變小。
＊利用符號「-」圖卡進行教學，在操作分解、減去、
2-n-05-03 會知道「+」具有合成、 剩餘、相差、不夠時即出現此圖卡，讓學生將符號
添加的概念。
「-」與減法進行連結，並期能知道符號「-」及其
2-n-05-04 會知道「一」具有分解、 意義。
刪除的概念。
＊利用教具（如：積木、雪花片、錢幣、糖果…）
，讓
學生感受合成、合併、添加是數量的增加，以瞭解
加法的意義。
＊利用教具（如：積木、雪花片、錢幣、糖果…）
，讓
學生感受分分解、刪除、取出是數量的減少，以瞭
解減法的意義。
＊利用符號「＝」圖卡進行教學，在說明結果時即出
現此圖卡，讓學生將符號「＝」與結果進行連結，
並期能知道符號「＝」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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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N-1-04 能理解乘

分年細目指標
2-n-06 能理解乘法

法的意義，解決

的意義，使用×、＝

生活中簡單整數

做橫式紀錄與直式

倍的問題。

紀錄，並解決生活

A-1-01 能在具體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2-n-06-01 能利用累加 1 的方式計算 ＊利用教具（如：積木、雪花片、錢幣、糖果…）或
10 以內的數數。
手指等操作累加 1，建立連加的概念。
2-n-06-02 能學會 10 以內之數字連 ＊利用教具（如：積木、雪花片、錢幣、糖果…）或
加 1 次數愈多數量愈大。 手指等操作，建立累加越加數量越大。

中的問題。

情境中，認識等
號兩邊數量一樣
多的意義與＜、
＝、＞的遞移
律。
N-1-05 能在具體
情境中，進行分
裝與平分的活動。

2-n-07 能在具體情
境中，進行分裝與
平分的活動。

N-1-06 能理解九

2-n-07-01 用 1 對 1 的方式將物品分 ＊利用教具（如：積木、雪花片、錢幣、糖果…）等
成 10 個 1 組。
將實物進行 10 個一數之分開堆好。
2-n-07-02 能將日常生活常見物品 ＊能將日常生活物品（如：午餐的水果或點心、文具
平分給班上同學。
用品）平均分配給班上同學。

九乘法。
N-1-06 能理解九
九乘法。

2-n-08 能理解九九
乘法。

刪除

刪除

A-1-02 能在具體
情境中，認識加
法的交換律、結
合律、乘法的交
換律，並運用於
簡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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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N-1-07 能在具體

分年細目指標
2-n-09 能在具體情

情境中，解決

境中，解決兩步驟

加、減、乘之兩

問題(加與減，不含

步驟問題(不含

併式)。

連乘)。

N-1-07 能在具體

2-n-10 能在具體情

情境中，解加、

境中，解決兩步驟

減、乘之兩步驟

問題 (加、減與

問題(不含乘)。

乘，不含併式)。

N-1-02 能理解加

2-n-11 能做簡單的

法、減法的意義

二位數加減估算。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2-n-09-1 能練習和為 10 以內數字連 ＊從日常生活情境引導學習解決生活中兩步驟連加的
加 2 次計算。
問題。
2-n-09-2 能練習差為 10 以內數字連 ＊從日常生活情境引導學習解決生活中兩步驟連減的
減 2 次計算。
問題。
2-n-09-3 在具體情境中應用兩步驟 ＊從實際操作（如:積木、花片…等）的活動教學:加
問題。
減的數量則需配合學生數量概念發展情形進行調
整。
＊運用日常生活中的增強物品結算過程，練習加減混
合計算。
＊利用統計增強版一天的點數，建立加減混合之計算
的概念。
2-n-10-1 以 1 的乘法練習加、乘兩 ＊運用乘法 1 的運算讓學生操作加、乘兩步驟計算題
步驟問題。
目，重點是在讓學生熟悉計算方式，不在計算結果。
2-n-10-2 以 1 的乘法練習減、乘兩 ＊運用乘法 1 的運算讓學生操作減、乘兩步驟計算題
目，重點是在讓學生熟悉計算方式，不在計算結果。
步驟問題。
2-n-11-01 能做個位數的估算。

＊能做個位數 3、4 接近 5 的估算。
＊能做個位數 8、9 接近 10 的估算。

，解決生活中的
問題。
N-1-11 能報讀時

2-n-12 能認識鐘面

刻，並認識時間

上的時刻是幾點幾

常用單位。

分。

2-n-12-01 能指認鐘面上的長針。 ＊能依長針短針的特性（胖短、長瘦）認識鐘面上的
2-n-12-02 能指認鐘面上的短針。
長短針。
2-n-12-03 能報讀 6 點及 12 點整的 ＊能配合中午用餐時間及晚餐時間配對及報讀 6 點及
鐘面。
12 點整之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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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N-1-11 能報讀時
刻，並認識時間
常用單位。

N-1-08 能做長度
的實測，認識「公
分」
、
「公尺」
，並
能做長度之比較
與計算。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2-n-13 能認識「年」、 2-n-13-1 能報讀日曆的重要訊息。 ＊能做日曆實物與圖卡的配對。
「月」、「星期」、
2-n-13-2 能報讀月曆的重要訊息。 ＊能依指令找出日曆。
「日」
，並知道「某 2-n-13-3 能依據日曆或月曆處理的 ＊能注視他人依日曆將「年」、「月」、「星期」、「日」
寫在黑板上的動作。
月有幾日」、「一星
日常生活作息行程的問題
＊能認讀國字一、二、三、四、五、六、日。
期有七天」。
＊在日常生活中能看著日曆說出「年」
、
「月」
、
「星期」
、
「日」。
＊能做月曆實物與圖卡的配對。
＊能依指令找出月曆。
＊能注視他人依月曆將「年」、「月」、「星期」、「日」
寫在黑板上的動作。
＊在日常生活中能看著月曆說出「年」
、
「月」
、
「星期」
、
「日」。
＊利用視覺提示（如：以不同的顏色區或圈圈與叉叉
的畫記）區別上課日與放假日。
2-n-14 能理解用不 2-n-14-01 能利用日常生活物品排 ＊能使用個別單位描述物件長度。
列或串成指定長度。
例：請學生用相同的原子筆排列在桌子邊緣，測量
同個別單位測量同
2-n-14-02
能體驗個別單位的實測
一長度時，其數值
出桌子和 4 枝筆一樣長。書本的長和幾個相同的擦
活動。
不同，並能說明原
布一樣長。鉛筆和幾根相同的積木一樣長。
2-n-14-03
能透過個別單位實測找
＊能使用不同個別單位量測相同長度。
因。
出相同長度的物品。
例：用擦布測量桌子的長度後，能描述桌子和 15
2-n-14-04 能用個別單位實測的方
個擦布一樣長；再用吸管測量同一桌子的長度，和
法來來體驗不同物品的長 /高度
10 根吸管一樣長。再引導 15 個擦布和 10 根吸管一
差異。
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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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N-1-08 能做長度
的實測，認識「公
分」、「公尺」，
並能做長度之比
較與計算。
N-1-09 能做長度

分年細目指標
2-n-15 能認識長度
單位「公分」、「公
尺」及其關係，並
能做相關的實測、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2-n-15-01 能體驗標準測量工具的 ＊能認識直尺及捲尺及身高計是測量的物品。
實測活動。
＊測量身高時，能依老師的指示定位並等待測量過程
2-n-15-02 能體驗日常物品的長度。 完成。
＊能具備有寬度約為 1 公分的概念（橡皮擦寬、鍵盤
按鍵寬、布尺寬、鈕扣直徑、國語作業簿格子寬等）
。
＊能手執直尺做出長度測量工作，並完成「1 公分」
長度測量。

估測與同單位的計
算。

的簡單估測。
2-n-16 能認識容量。 2-n-16-01 能認識容器及其功用。 ＊分類/指認/說出可以盛裝東西的物品（杯子、箱子、
量、重量、面積
2-n-16-02 能進行容量的直接比較。 水桶、米桶…）。
(不含常用單位)。
2-n-16-03 能將定量物品裝至指定 ＊會指出/說出較大/較小的容器，及其裝滿時進行容
量的直接比較。
容器或容器的指定位置。
＊兩個相同容器能指出/說出物品裝得多/裝得少。
＊會使用輔助量器。如：將一匙的奶粉裝入盒子，每
個碗裝入一瓢飯等。
N-1-10 能認識容 2-n-17 能認識重量。 2-n-17-01 在日常生活中，能體驗 ＊從拿取重物，經驗「重」「輕」的感覺。例：讓小
朋友搬很重的沙包，或其他物品時，大人描述「重」
量、重量、面積(不
重量的感覺和用語。
的感覺；再讓小朋友拿取羽毛、鉛筆等輕的物品，
含常用單位)。
2-n-17-02 能做重量的直接比較。
大人再描述「輕」的感覺，運用對比的方式，建立
重量和輕重的對比的概念。
＊用單手拿取兩次或兩手各拿一物的方式，直接比較
輕重差別較大的物品。
＊使用天平進行直接比較的教學，先教未放物品或是
兩邊放置一樣重物品時，天平呈現水平，再從輕重
差異大的兩物，教學重的向下，輕的向上，比較兩
物的輕重。
N-1-10 能認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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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N-1-10 能認識容
量、重量、面積(不
含常用單位)。

2-n-18 能認識面積。
(同 2-s-04)

指標調整
2-n-18-1 能指認物體的平面
2-n-18-2 能以直觀或操作方法比
較平面的大小

S-1-03 能認識周
遭物體中的角、直
線和平面。

2-n-18-3 能用個別單位實測並比
較面的大小
2-n-18--4 會看地圖或平面圖，比
較圖中建築或場地所佔大小。

N-2-01 能說、讀、 3-n-01 能認識 10000

3-n-01-01 熟練個位、十位的位值。

聽、寫 10000 以

以內的數及「千位」 3-n-01-02 能將指定數字填入個

內的數，比較其

的位名，並進行位

大小，並做位值

值單位換算。

單位的換算。

位、十位的位置。
3-n-01-03 能唱數 1~50。
3-n-01-04 能唱數以 10 累數 50 以
內的數。
3-n-01-05 能找出 50 元以內的錢
幣。
3-n-01-06 能配對 50 元以內的錢
幣。
3-n-01-07 運用輔助工具做 5 個 10
元與 50 元的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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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能分辨物體的平面與曲面（如球面是曲面、桌面是
平面… ）。
＊能比較日常物品的平面（桌面、書本封面、黑板…）
的大小。
＊能直接觀察比較二個圖形的面積大小（長方形、正
方形、圓形…）。
＊會使用疊合、剪貼的方法比較二個圖形的大小。比
較實際圖像以及場地(教室與禮堂)的大小。
＊提供校園或該社區平面圖，或是世界地圖，實際舉
例說明之，如教室與禮堂，台灣本島與外島的大小
比較。
＊取一個有個位及十位的位值板，引導學生將二位數
依其個位及十位將數字填入位值板中，經由反覆練
習讓學生熟悉個位與十位的位置。
＊利用簡單音韻教唱數字歌，幫助學生記憶 1~50 的唱
數。
＊利用字卡、圖卡、反覆唱數或以數字接龍遊戲，教
導學生能讀或聽或說或指出進行 50 以內的數唱數。
＊運用日常生活活動讓學生具備有數的觀念（餐具的
擺放及點數、一箱飲料點數、積木、骨牌、代幣等
的點數）。
＊利用字卡、圖卡教導學生能認識 50 以內的數字。
＊能累 10 唱數 50 以內的數。
＊能配對、指認、找出 50 元錢幣。
＊在格子紙等工具輔助下，進行 5 個 10 元換成 1 個
50 元錢幣或 1 個 50 元換算成 5 個 10 元錢幣的活動。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N-2-03 能熟練整
數加、減的直式
計算。

N-2-06 能在具體
情境中，解決兩步
驟問題(含除法步
驟)。

分年細目指標
3-n-02 能熟練加減
直式計算(四位數以
內，和＜10000，含
多重退位)。
3-n-03 能用併式記
錄加減兩步驟的問
題。

N-2-07 能做整數
四則混合

指標調整
3-n-02-1 能畫數個位數的加法直式
算式問題。
3-n-02-2 能畫數個位數的減法直式
算式問題。
3-n-03-01 能畫數練習個位數連加
計算。
3-n-03-02 能畫數練習個位數連減
計算。
3-n-03-03 能畫數練習個位數加減
混合計算。

教學重點
＊運用畫數方式計算加減法的直式算式問題。
＊透過直式計算問題的計算，讓學生了解直式計算
的計算順序。
＊透過點數讓學生能正確計算個位數直式加減法的
結果。
＊運用畫數方式計算連加算式問題。
＊運用畫數方式計算連減算式問題。
＊運用畫數方式計算加減混合算式問題。
＊透過點數讓學生能正確計算個位數加、減及加減
混合計算的結果。

運算，理解併
式，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N-2-05 能 理 解 3-n-04 能熟練三位
乘、除直式計算。 數 乘 以 一 位 數 的 直
式計算。

3-n-04-01 體驗乘法具有倍數的概
念
3-n-04-02 能以圖卡配對「×」符
號。
3-n-04-03 能找出日常生活中「×」
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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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觀察將一雙襪子、筷子、月餅、二片裝
餅乾等內容數量較多的物品。
＊逐一拆封讓學生體驗每拆一包數量以倍數增加。
＊在進行操作數量活動時，以各種形式出現「×」符
號，讓學生將倍數的概念與「×」符號連結。
＊讓學生能進行「×」符號配對活動。
＊佈置含有「×」符號的教學情境，引導學生找出生
活中的「×」符號（包括計算機上的「×」符號）。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N-2-04 能理解除
法的意義，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並理
解整除、商與餘數
的概念。

3-n-05 能理解除法
的意義，運用÷、＝
做橫式紀錄(包括有
餘數的情況)，並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

3-n-05-1 透過操作實物分裝、平分
體驗除法。

N-2-05 能 理 解 3-n-06 能熟練三位
乘、除直式計算。 數 除 以 一 位 數 的 直
式計算。
N-2-06 能在具體
情境中，解決兩步
驟問題(含除法步
驟)。

3-n-07 能在具體情
境中，解決兩步驟問
題(加、減與除，不
含併式)。

教學重點

＊利用圖卡、教具（如：積木、雪花片、錢幣、糖
果…）等操作，引導學生複習分裝、平分的概念。
3-n-05-2 能以圖卡配對「÷」
、
「＝」 ＊利用「÷」符號圖卡進行教學，在操作分裝、平分
時即出現此圖卡，讓學生將符號「÷」與除法進行
符號。
連結，並期能連結「÷」號及其意義。
3-n-05-3 能找出日常生活中「÷」、
＊利用「＝」符號圖卡進行教學，在操作完成點數
「＝」的符號。
結果時即出現此圖卡，讓學生將符號「＝」與結果
進行連結，並期能連結「＝」符號及其意義。
＊佈置含有「÷」
、
「＝」符號的教學情境，引導學生
找出生活中的「÷」、「＝」符號（包括計算機上的
「÷」、「＝」符號）。
3-n-06-01 能實際操作將實物平分。 ＊平分糖果給同學、分裝雪花片、平分作業
3-n-06-02 指認計算機上常用按鍵
簿每人可以得到幾本等。
＊提供計算機圖片或實物引導學生指認
「÷」、「＝」符號的按鍵。
3-n-07-01 能指認計算機上各數字
＊能依指示依序操作計算機，按壓on、off、數字、
按鍵。
＋、－、÷、=等按鍵。
3-n-07-02 能指認計算機上計算符
＊能依個位數計算問題之計算式子依序操作計算機
號按鍵。
（on、off、數字、＋、－、÷、=）。
3-n-07-03 能依橫式算式順序依序
按壓計算機。
3-n-07-04 會利用計算機計算個位
數計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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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N-2-06 能在具體

3-n-08 能在具體情

情境中，解決兩步

境中，解決兩步驟問

驟問題(含除法步

題(連乘，不含併

驟)。

式)。

N-2-14 能由長度

3-n-09 能由長度測

測量的經驗，透過

量的經驗來認識數

刻度尺的方式來

線，標記整數值與一

3-n-09-2 能指認數線 上之起點

認識數線，並標記

位小數，並在數線上

｀ 0 ＇及整數值。

整數。

做大小比較、加、減

3-n-09-3 能指認數線上愈右邊之數 ＊利用某二數值與起點之距離來比較長短，離起點愈

N-2-15 能在數線

的操作。

3-n-08-01 會利用計算機計算兩步 ＊能依兩步驟問題之計算式子依序操作計算機（on、
驟問題。

off、數字、×、=）。

3-n-09-1 能利用直尺讀或聽或說或 ＊以觀察直尺上的刻度及 0、1、2、3…導入數線的概
指出數線。

念；接著引導學生找出起點｀ 0 ＇及整數值。
＊待生能找出數線上起點及整數值後，再次利用直尺
導入一位小數值的觀念。

值愈大。

遠者愈長，引導學生能畫或寫或圈或讀或聽或說或
指出數線上離起點較長的線段為愈右邊的數值。

上做整數與小數
之比較與加、減的
操作。
N-2-03 能熟練整

3-n-10 能做簡單的

數加、減的直式計

三位數加減估算。

算。

3-n-10-01 以無條件進位法進行二 ＊先複習十的概數；再將數線數值放大為二位數，進
行二位數的估算。
位數估算。
＊先複習估算某二位數接近幾十；再練習十位數之估
3-n-10-02 能在購物情境中，將所
算如 19 接近 20，可估算為 20，11 可估算為 10。
購數項物品的總價做估算。
＊以實際例子教導學生練習估算購物之金額。
3-n-10-03 能以依估算後之數值付
錢。
123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N-2-09 能在具體

3-n-11 能在具體情

情境中，初步認識

境中，初步認識分

分數。

數，並解決同分母分

N-2-10 能認識真

數的比較與加減問

分數、假分數與帶

題。

指標調整
3-n-11-1 能認識「分數」。

教學重點
＊準備很多分數的字卡給學生看，讓學生認識只要是
「？/？」的形式即稱為分數。
＊佈置含有「分數」教學情境，引導學生找出生活中
的「分數」。

分數，做同分母分
數的比較、加減與
整數倍計算，並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
N-2-13 能認識一

3-n-12 能認識一位

位與二位小數，並

小數，並做比較與加

做比較、直式加減

減計算。

3-n-11-1 能認識「小數」。

＊準備很多小數的字卡給學生看，讓學生認識只要是
「？.？」的形式即稱為小數。
＊佈置含有「小數」教學情境，引導學生找出生活中
的「小數」（如加油站的油價表、報紙上各類食物

及整數倍的計算。

的毛價表等）。
N-2-24 能做時或
分同單位的加減
計算。

3-n-13 能認識時間
單位「日」、「時」、
「分」
、
「秒」及其間
的關係，並做同單位
時間量及時、分複名
數的加減計算（不
進、退位）。

3-n-13-01 能知道一天包含一個白 ＊引導學生了解經過一個白天跟一個夜晚之後就是經
過了一天。
天跟一個晚上。
3-n-13-02 透過實際例子或活動讓 ＊讓學生指認或說出哪些活動是白天進行的，並以早
餐、中餐、晚餐為提示，讓學生體認進行一項活動
學生感受不同時間從事的活動。
所需的時間長度。
＊透過每天上下課作息時間，體驗日常生活活動所需
的時間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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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N-2-17 能做長度
的實測，認識長度
常用單位，並能做
長度之比較與計
算。
N-2-26 能做量的
簡單估測。
N-2-18 能做容量
的實測，認識容量
常用單位，並能做
容量之比較與計
算。
N-2-26 能做量的
簡單估測。
N-2-19 能做重量
的實測，認識重量
常用單位，並能做
重量之比較與計
算。
N-2-26 能做量的
簡單估測。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能具備有寬度約為 1 公尺的概念（張開手臂的長
3-n-14 能認識長度 3-n-14-01 能認識長度單位「公
度、門的寬度、跨一大步等）。
單位「毫米」及「公 尺」。
尺」
、
「公分」
、
「毫米」 3-n-14-02 能測量整公尺的長度。 ＊能手執直尺做出長度測量工作，並完成「1 公尺」
長度測量。
間的關係，並做相關
＊能複製相同長度（畫線、描繪等）。
的實測、估測與計
＊能找出測量工具的 0 點並測量指定物品的長度（整
算。
公尺），具備歸零的觀念。
3-n-15 能認識容量
單位「公升」
、
「毫公
升」 (簡稱「毫升」)
及其關係，並做相關
的實測、估測與計
算。

3-n-15-01 能認識毫升是容量的單 ＊能認識容量單位「毫公升」（ml）、「C.C.」。
位。
＊能從各種市售容器瓶中找出標示的容量（各種飲料
3-n-15-02 能在日常生活物品中找
瓶、醬油、沙拉油…）。
出「毫公升」（ml）、「C.C.」。
＊提供視覺線索（如有劃線的容器），引導能將液體
倒至劃線處（如倒止咳藥水、洗衣精、沖泡飲料
3-n-15-03 能取指定容量液體。
等）。

3-n-16 能認識重量 3-n-16-01 能找出測量重量的工
單位「公斤」
、
「公克」 具。
及其關係，並做相關 3-n-16-02 實際體驗重量的單位
的實測、估測與計
「公克」、「公斤」。
算。
3-n-16-03 能讀出測量物品的重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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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說出磅秤、體重計的功能（秤重量、量體重…）。
＊拿取實際物品（如：砝碼、啞鈴）藉以體驗公克及
公斤的重量。
＊會將物品置於電子磅秤上直至電子磅秤數字穩定呈
現為止，並學會報讀電子磅秤上的數字（使用電子
磅秤，數字小於 50 之整數）。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N-2-20 能使用量
角器進行角度之
實測，認識度的單
位，並能做角度之
比較與計算。

3-n-17 能認識角，並
比較角的大小。(同
3-s-04)

S-2-04 能透過平
面圖形的組成要
素，認識基本平面
圖形。

N-2-21 能認識面
積常用單位，並能
做面積之比較與
計算。

3-n-18 能認識面積
單位「平方公分」，
並做相關的實測與
計算。(同 3-s-05)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 教師先示範找出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角，引導學生
3-n-17-1 能指認日常生活中物體
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出「角」（剪刀、時鐘長、短
的「角」。
針形成的角、扇子、窗角、書本角、桌角、櫃子
3-n-17-2 能以直接操作方式，比
角…）。
（教學建議：可先從張開角教學，如：剪
較角的大小。
刀、時鐘、兩隻筷子所夾的角；再進入平面角的
3-n-17-3 能利用工具等操作方式，
教學，如：窗角、書本角、桌角、櫃子角）
＊ 教師先示範製作出一個角，讓學生能用筷子、
複製相同的角。
筆、線、尺和透明紙…等複製一個角。
3-n-17-4 能辨識直角的特性。
＊ 能以重疊或分割方式，或是複製其一，以比較角
的大小。
＊ 能從三角板、正方形、長方形等認識直角，再從
週遭環境中分辨直角。（教學建議：可用摺紙，
將紙對摺再對摺的方式做出直角，拿做出的直
角，直接比對分辨是否是直角。）
＊ 認識直角符號。
＊ 能利用不同素材摺出、畫出、剪出直角。
刪除
刪除

S-2-02 能透過操
作，將簡單圖形切
割重組成另一已
知簡單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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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N-2-02 能透過位

4-n-01 能透過位值

值概念，延伸整數

概念，延伸整數的認

的認識到大數(含

識到大數(含「億」、 4-n-01-02 會從 1 數到 100。

億、兆)。

「兆」之位名)，並
做位值單位的換算。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4-n-01-01 複習個位、十位進而學習 ＊取一個有個位、十位及百位的位值板，引導學生將
百位。

三位數依其個位、十位及百位將數字填入位值板

4-n-01-03 透過操作知道 10 個 10 是
100。

中，經由反覆練習讓學生熟悉個位、十位及百位的
位置。
＊利用簡單音韻教唱數字歌，幫助學生記憶 1~100 的

4-n-01-04 引導學生累 10 計數 100
以內的數。

唱數。
＊利用字卡、圖卡、反覆唱數或以數字接龍遊戲，教
導學生能讀或聽或說或指出進行 100 以內的數唱
數。
＊運用日常生活活動讓學生具備有數的觀念（如計數
步伐數、跳繩、呼拉圈、拍球等）。
＊利用字卡、圖卡教導學生能認識 100 以內的數字。
能累 10 唱數 100 以內的數。
＊能配對、指認、找出 100 元紙鈔。
＊在格子紙等工具輔助下，進行 10 個 10 元換成 1 張
100 元或 1 張 100 元換算成 10 個
10 元錢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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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N-2-03 能熟練整 4-n-02 能熟練整數 4-n-02-1 能體驗或操作二位數加個 ＊運用位值板引導學生將加數與被加數置於位值空格
中，由個位數起連結已習得的個位數加法，依序進
數加、減的直式計 加、減的直式計算。 位數的直式算式問題（不進位）。
4-n-02-2 能體驗或操作二位數減個
行加法計算，可以點數或畫數方式進行，並會記錄
算。
位數的直式算式問題（不退位）。
結果。
4-n-02-3 能在具體情境中/讀題協 ＊運用位值板引導學生將被減數與減數置於位值空格
助下，運用計算機計算二位數加/
中，由個位數起連結已習得的個位數減法，依序進
行減法計算，可以點數或畫數方式進行，並會記錄
減個位數的直式算式問題。
結果。
＊依情境或數學題目會依序按壓計算機上按鍵，完成
二位數加減個位數算式並紀錄結果。
N-2-05 能 理 解 4-n-03 能熟練較大 4-n-03-1 在口頭、視覺提示下能熟 ＊老師邊指邊唸出題目以提供學生口頭、視覺提示，
指導學生能依題目按照順序操作計算機，按出二位
練用計算機計算出二位數乘以一
乘、除直式計算。 位 數 的 乘 除 直 式 計
位數的直式乘法運算（積在 100 以 數乘以個位數的直式乘法計算，並求出正確答案。
算。
＊老師邊指邊唸出題目以提供學生口頭、視覺提示，
內算式）。
指導學生能依題目按照順序操作計算機，按出二位
4-n-03-2 在口頭、視覺提示下能熟
練用計算機計算出二位數除以一
數除以一位數，並求出正確答案。
位數的直式除法運算（整除）。
N-2-06 能在具體 4-n-04 能在具體情 4-n-04-1 能操作連加兩步驟問題之 ＊從日常生活情境引導學習解決生活中兩步驟連加、
連減、加減混合之兩步驟問題，先複習不併式，之
併式記法。
情境中，解決兩步 境中，解決兩步驟問
後再導入併式的概念。
驟問題(含除法步 題，並學習併式的記 4-n-04-2 能操作連減兩步驟問題之
併式記法。
＊教學建議：佈題要舉學生生活情境中的例子（如:
驟)。
法與計算。
搭校車時的上下車人數變化，用尺或步伐測量距
4-n-04-3 能操作加、減兩步驟問題
N-2-07 能做整數
之併式記法。
離，實習店員統計進出貨物，餐飲情境，購物…等）
四則混合運算，理
4-n-04-4 能操作連乘兩步驟問題之
或從實際操作（如:積木、花片…等）的活動中教
解併式，並解決生
學，解決連加、連減、加減混合之兩步驟問題，加
併式記法。
活中的問題。
減的數量則需配合學生數量概念發展情形進行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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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A-2-02 能 在 具 體
情境中，理解乘法
結合律，並運用於
簡化計算。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4-n-04-5 能操作連除兩步驟問題之 ＊生活中兩步驟連加、連乘、連除、加乘混合、減乘
混合、加除混合、減除混合之兩步驟問題，先複習
併式記法。
不併式，之後再導入併式的概念。
＊教學建議：佈題要舉學生生活 情境中的例子（如:
不同的飲料數箱共有幾瓶，用尺或步伐測量距離，
實習店員統計進出貨物，均分物品，購物…等）或
從實際操作（如:積木、花片…等）的活動中教學，
解決連連乘、連除、加乘混合、減乘混合、加除混
合、減除混合之兩步驟問題，唯計算數量則需配合
學生數量概念發展情形進行調整。
＊老師邊指邊唸出題目以提供學生口頭、視覺提示，
指導學生能依題目按照順序操作計算機，計算出連
加、連減、加減混合、連乘、連除之正確答案。

N-2-07 能做整數

4-n-05 能做整數四 刪除

四則混合運算，理

則混合計算(兩步

解併式，並解決生

驟)。

刪除

活中的問題。
A-2-03 能在四則
混合計算中，運用
數的運算性質。
N-2-08 能在具體
情境中，對大數在
指定位數取概數
( 含 四 捨 五 入
法)，並做加、減
之估算。

4-n-06 能在具體情
境中，對大數在指定
位數取概數(含四捨
五入法)，並做加、
減之估算。

4-n-06-01 能操作某二位數無條件
進位後接近幾十。
4-n-06-02 在具體情境中或讀題協
助下，做簡單的二位數加、減估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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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練習二位數在指定位以無條件進位取概數。
＊以實際例子，如以購賣物品為例練習估算二位數
的總價。
＊以實際例子教導學生練習估算購物應付之金額。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N-2-10 能認識真

4-n-08 能認識真分

分數、假分數與帶

數、假分數與帶分

分數，做同分母分

數，熟練假分數與帶

數的比較、加減與

分數的互換，並進行

整數倍計算，並解

同分母分數的比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刪除

刪除

決生活中的問題。 較、加、減與整數倍
的計算。
N-2-12 能認識等

4-n-09 能認識等值

4-n-09-1 能藉由圖示，說出或指認

＊ 延伸評分概念，結合具體情境，以圖片示範說明

值分數，並做簡單

分數，進行簡單異分

出簡單而常見的等值分數與小數。

如：“將 1 個比薩切成 4 塊，分給 2 個人，1 人

的應用。

母分數的比較，並用

2 塊所得大小＂等於將 1 個比薩切成 2 塊，分給

N-2-16 能在數線

來做簡單分數與小

2 個人，1 人 1 塊所得大小＂。

上標記小數，並透

數的互換。

過等值分數，標記
簡單的分數。
N-2-12 能認識等

4-n-09 能認識等值

值分數，並做簡單

分數，進行簡單異分

的應用。

母分數的比較，並用

N-2-16 能在數線

來做簡單分數與小

上標記小數，並透

數的互換。

刪除

刪除

過等值分數，標記
簡單的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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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N-2-13 能認識一 4-n-11 能認識二位
位與二位小數，並 小 數 與 百 分 位 的 位
做比較、直式加減 名，並做比較。
及整數倍的計算。

刪除

刪除

4-n-12 能用直式處
理二位小數加、減
與整數倍的計算，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

刪除

刪除

4-n-13 能解決複名
數的時間量的計算
問題。

刪除

刪除

N-2-24 能做時或
分同單位的加減
計算。
N-2-25 能用複名
數的方法處理量
相關的計算問題
(不含除法)。
N-2-19 能做重量
的實測，認識重量
常用單位，並能做
重量之比較與計
算。
N-2-25 能用複名
數的方法處理量
相關的計算問題
(不含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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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N-2-17 能做長度
的實測，認識長度
常用單位，並能做
長度之比較與計
算。

4-n-15 能認識長度
單位「公里」
，及「公
里」與其他長度單
位的關係，並做相
關計算。

刪除

刪除

N-2-20 能使用量
角器進行角度之
實測，認識度的單
位，並能做角度之
比較與計算。

4-n-16 能認識角度
單位「度」
，並使用
量角器實測角度或
畫出指定的角。(同
4-s-04)

刪除

刪除

N-2-21 能認識面
積常用單位，並能
做面積之比較與
計算。

4-n-17 能認識面積 刪除
單位「平方公尺」，
及「平方公分」
、
「平
方公尺」間的關
係，並做相關計
算。

刪除

N-2-22 能理解正
方形和長方形的
面積與周長公
式。(同 S-2-08)

4-n-18 能理解長方
形和正方形的面積
公式與周長公式。
(同 4-s-09)

刪除

刪除

N-2-23 能認識體
積，並認識體積單
位「立方公分」。

4-n-19 能認識體積 刪除
及體積
單位「立方公分」。

刪除

N-3-01 能熟練整
數乘、除的直式計
算。

5-n-01 能熟練整數
乘、除的直式計
算。

刪除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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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N-3-02 能熟練整
數四則混合運
算，並解決生活中
的三步驟問題。

5-n-02 能在具體情
境中，解決三步驟
問題，並能併式計
算。

刪除

刪除

5-n-03 能熟練整數
四則混合計算。

刪除

刪除

5-n-04 能理解因數
和倍數。

刪除

刪除

A-3-01 能在具體
情境中，理解乘法
對加法的分配律
與其他乘除混合
計算之性質，並運
用於簡化計算。
N-3-02 能熟練整
數四則混合運
算，並解決生活中
的三步驟問題。
A-3-01 能在具體
情境中，理解乘法
對加法的分配律
與其他乘除混合
計算之性質，並運
用於簡化計算。
N-3-03 能理解因
數、倍數、公因數
與公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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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N-3-03 能理解因
數、倍數、公因數
與公倍數。

5-n-05 能認識兩數
的公因數、公倍
數、最大公因數與
最小公倍數。

刪除

刪除

N-3-06 能理解等
值分數、約分、擴
分的意義。

5-n-06 能用約分、擴
分處理等值分數的
換算。

刪除

刪除

N-3-07 能理解通
分的意義，並用來
解決異分母分數
的比較與加減問
題。

5-n-07 能用通分做
簡單異分母分數的
比較與加減。

刪除

刪除

N-3-09 能理解分
數(含小數)乘法
的意義及計算
法，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5-n-08 能理解分數
乘法的意義，並熟
練其計算，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刪除

刪除

N-3-10 能理解分
數(含小數)除法
的意義及計算
法，並解決生活中
的題。

5-n-09 能理解除數
為整數的分數除法
的意義，並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刪除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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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N-3-08 能認識多
位小數，並做比
較、直式加減及整
數倍的計算。

5-n-10 能認識多位
小數，並做比較與
加、減與整數倍的
計算，以及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刪除

刪除

N-3-09 能理解分
數(含小數)乘法
的意義及計算
法，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5-n-11 能用直式處
理乘數是小數的計
算，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刪除

刪除

N-3-13 能做分數
與小數的互換，並
標記在數線上。

5-n-12 能用直式處
理整數除以整數，
商為三位小數的計
算。

刪除

刪除

N-3-11 能用直式
處理小數的乘除
計算(不含循環小
數)。

5-n-13 能將分數、小
數標記在數線上。

刪除

刪除

N-3-11 能用直式
處理小數的乘除
計算(不含循環小
數)。

N-3-13 能做分數
與小數的互換，並
標記在數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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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N-3-14 能認識比
率及其生活中的
應用。

5-n-14 能認識比率
及其在生活中的應
用(含「百分率」、
「折」)。

N-3-19 能認識量
的常用單位及其
換算，並用複名數
處理相關的計算
問題。

5-n-15 能解決時間
的乘除計算問題。

N-3-19 能認識量
的常用單位及其
換算，並用複名數
處理相關的計算
問題。

N-3-19 能認識量
的常用單位及其
換算，並用複名數
處理相關的計算
問題。

指標調整
刪除

教學重點
刪除

5-n-15-01 能覺察生活中重複做同
樣的事情與所花時間的關係。
5-n-15-02 能用計時器記錄重複做
同樣的事情多次所花的時間。

＊ 讓學生覺察做同樣事情，次數越多所花的時間越
多。如：搓一顆湯圓所花的時間和搓 10 顆湯圓
所花的時間不同，而且搓 10 顆湯圓所花的時間
比較多。教學時建議：配合單針時鐘教具，視覺
化，以及不同顏色標示出所經過時間的角度，或
是線條，讓學生感受。
＊ 學會使用計時器，記錄重複做同樣的事情多次所
花的時間。如：記錄同一首歌播放 3 次的時間，
並能報讀所經過的時間。
＊ 時間的計算限於整數的範圍。
＊ 建議教師自行準備 1 公斤的沙袋，和注滿水的 1
5-n-16 能認識重量 5-n-16-01 能覺察和體驗重量單位
「公克」與「公斤」間的關係。
公克水塔，讓學生拿拿看，感受到 1 公斤與 1 公
單位「公噸」
、
「公噸」
克的差異，知道 1 公斤比 1 公克重。
及 「 公 斤 」 間 的 關 5-n-16-02 能發現日常生活中以「公
＊ 教學公克與公斤的關係時，可先進行 1 公克的估
係，並做相關計算。 斤」計重的物品。
測與體驗，再教學累積 1000 個 1 公克就是 1 公
斤，認識到「公斤」是比「公克」大的重量單位。
＊ 再觀察日常生活中比 1 公斤重的重量在哪裡？
如：結合園藝教學課程，將培養土每公斤裝成一
袋，作為育苗袋。
刪除
5-n-17 能認識面積 刪除
單位「公畝」、「公
頃」
、
「平方公里」及
其關係，並做相關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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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5-n-18 能運用切割 刪除
重組，理解三角形、
平行四邊形與梯形
的面積公式。(同
5-s-05)

刪除

N-3-19 能認識量
的常用單位及其
換算，並用複名數
處理相關的計算
問題。

5-n-19 能認識體積 刪除
單位「立方公尺」、
「立方公分」及「立
方公尺」間的關
係，並做相關計
算。

刪除

N-3-20 能理解正
方體和長方體的
體 積 公 式 。
(S-3-05)

5-n-20 能理解長方
體和正方體體積的
計算公式，並能求
出長方體和正方體
的表面積。(同
5-s-07)

刪除

刪除

5-n-21 能 理 解 容
量、容積和體積間
的關係。

刪除

刪除

N-3-22 能運用切
割重組，理解三角
形、平行四邊形與
梯形的面積公式。
S-3-06 能運用切
割重組，理解三角
形、平行四邊形與
梯形的面積公式。

N-3-25 能計算正
方體或長方體的
表面積。(S-3-11)
N-3-21 能理解容
量、容積和體積間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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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N-3-04 能認識質
數、合數，並能用
短除法做質因數
分解。

6-n-01 能 認 識 質
數、合數，並用短
除法做質因數的分
解(質數＜20，質因
數＜20，被分解數
＜100)。

刪除

刪除

N-3-05 能認識最
大公因數、最小公
倍數與兩數互質
的意義，並用來將
分數化成最簡分
數。

6-n-02 能用短除法
求兩數的最大公因
數、最小公倍數。

刪除

刪除

N-3-05 能認識最
大公因數、最小公
倍數與兩數互質
的意義，並用來將
分數化成最簡分
數。

6-n-03 能認識兩數
互質的意義，並將
分數約成最簡分
數。

刪除

刪除

N-3-10 能理解分
數(含小數)除法
的意義及計算方
法，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6-n-04 能理解分數
除法的意義及熟練
其計算，並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刪除

刪除

N-3-02 能熟練整
數四則混合運
算，並解決生活中
的三步驟問題。

6-n-05 能在具體情
境中，解決分數的
兩步驟問題，並能
併式計算。

刪除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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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A-3-01 能在具體
情境中，理解乘法
對加法的分配律與
其他乘除混合計算
之性質，並運用於
簡化計算。

分年細目指標

N-3-10 能理解分
數(含小數)除法
的意義及計算方
法，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6-n-06 能用直式處
理小數除法的計
算，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刪除

刪除

N-3-12 能在具體 6-n-07 能在具體情 刪除
情境中，對某數在
境中，對整數及小
指定位數取概數
數在指定位數取概
( 含 四 捨 五 入
數(含四捨五入
法)，並做加、減、 法)，並做加、減、
乘、除之估算。
乘、除之估算。

刪除

刪除

刪除

N-3-11 能用直式
處理小數的乘除
計算(不含循環小
數)。

N-3-02 能熟練整
數四則混合運
算，並解決生活中
的三步驟問題。

6-n-08 能在具體情
境中，解決小數的
兩步驟問題，並能
併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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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A-3-01 能在具體
情境中，理解乘法
對加法的分配律
與其他乘除混合
計算之性質，並運
用於簡化計算。
N-3-15 能 認 識
比、比值與正比的
意義，並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6-n-09 能認識比和 6-n-09-1 會依日常生活中常見情境
比值，並解決生活
（如競賽比數）讀出比數並了解其
中的問題。
意義。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能比較數/ 物品的多和少，如
競賽時看到 18：5 就知道目前誰勝誰負等。

N-3-15 能 認 識
比、比值與正比的
意義，並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6-n-10 能理解正比
的意義，並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運用日常情境引導學生了解二數/物成正比的狀
況，如：每小時可以鎖 30 個螺絲，每一個小時就
會累加 30 個螺絲，工作時數與工作量會成正比；
時薪 100 元的工作，工作時數越多，薪水就越多。

6-n-10-1 能體驗二數/物成正比的
關係。

＊運用日常生活中購物的例子，如：一顆水果或物
品文具 5 元，買的個數越多則所費錢數越多，個
數與總金額成正比。
N-3-16 能認識導
出單位並做簡單
的應用。

6-n-11 能理解常用
導出量單位的記
法，並解決生活中的
問題。

6-n-11-1 能實際體驗導出量單位
的意義。
6-n-11-2 能運用導出量簡單計算
在日常生活事物上（可使用計算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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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道表示單一個物品的單價（元/個）、單一個
物品的重量（公克或公斤/個）、每分鐘跑的距離
（公尺/分鐘）
、汽車每小時開的距離（公里/小時）
等單位的意義。
＊能應用導出單位量做連加或乘計算解決生活中的
問題，例如：計算購物總金額、以工作時薪計算
當天工作薪資、計算指定個數物品的總重量、計
算甲地至乙地的距離…等（可使用計算機）。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N-3-16 能認識導
出單位並做簡單
的應用。

6-n-12 能認識速度
的意義及其常用單
位。

N-3-17 能理解速
度的概念與應
用，認識速度的常
用單位及換算，並
處理相關的計算
問題。
N-3-18 能由生活
中常用的數量關
係，運用於理解問
題，並解決問題。
(同 A-3-02)
A-3-03 能認識等
量公理。
A-3-04 能用含未
知數符號的算式
表徵具體情境之
單步驟問題，並解
釋算式與情境的
關係。

指標調整
6-n-12-1 能體驗速度快慢的概念。 ＊
＊
6-n-12-2 能說出或比較速度的快
慢。
6-n-12-3 能知道常見的速度的單
位。

6-n-13 能利用常用
的數量關係，列出恰
當的算式，進行解
題，並檢驗解的合理
性。(同 6-a-04)

6-n-13-1 主動接觸數量有關的事
物。
6-n-13-2 初步預知處理數量活動相
關的流程。
6-n-13-3 會安排處理數量活動的順
序。
6-n-13-4 能列出或勾選或排列單步
驟問題的算式。
6-n-13-5 在列出算式後，能使用計
算機進行解題。

A-3-05 能解決用
未知數列式之單
步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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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教學重點
能用快跟慢來形容所從事的活動。
能運用輔具器材（如跑步機、遙控汽車或可移動
玩具等）的操作，來體驗數度快慢。
能以同時間完成的工作量來比較快慢。
能以走或跑同樣距離所需時間來比較快慢。
能知道在單位時間內完成的工作量數的表達方
式就是速度的單位（件/分、件/時、公尺/分鐘、
公里/小時…）

＊ 在生活中每天都會有許多與數量相關的事物，教
師可設計各種活動，如：定期量體溫、量身高體
重並做紀錄等，引導學生多接觸，進而會主動接
觸與數量有關的事物。如：看溫度計知道當天的
氣溫，使用身高計量身高，使用體重計量體重，
煮飯時使用量杯量米、量水，使用鬧鐘定時，使
用計算機計算，購物時注意到保存期限、售價、
容量、重量，購買衣物時注意到選擇大小合適的
衣物…。
＊ 處理數量活動時在他人協助下，會表示接下去的
步驟，或完成接續的步驟。如：量身高時，知道
站穩後才能報讀身高計的刻度。或是解決應用問
題時，知道完成列式後，要進行計算才能得到結
果。
＊ 處理數量活動要依照自己的需要安排順序，如：
購物付款。要先結帳，再依貨款付錢，拿取發票
或是收據，逐項核對物品與價格，核對總價和找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 回來的錢數。解應用問題、四則運算時。
＊ 依照情境或題意，引導學生對應過程，寫出單步
驟加減的算式。
＊ 在解決問題時，當他人協助列出算式後，會使用
計算機依算式計算結果。

N-3-23 能理解圓
面積與圓周長的
公式，並計算簡單
扇形面積。(同
S-3-07)
S-1-01 能由物體
的外觀，辨認、描
述與分類簡單幾
何形體。

6-n-14 能理解圓面
積與圓周長的公
式，並計算簡單扇
形的面積。(同
6-s-03)

刪除

刪除

1-s-01 能認識直線 1-s-01-1 找出日常生活中的直線。
與曲線。
1-s-01-2 找出日常生活中的曲線。
1-s-01-3 能以觸摸、行走等方式實
際體驗直線與曲線。
1-s-01-4 能直觀或透過實際操作，
區辨直線或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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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生活中的直線，如：尺、筆、衣架、桌子的
邊、書的邊、已即將繩子拉直等。
＊ 請學生獨自或兩兩一組，握住跳繩兩端再拉直，
實際操作兩點連成一直線的原理。
＊ 找出生活中的曲線，如：波浪、晾衣繩、衣服與
包裝上的條紋、湯匙的邊、鞋子的邊、葉子的邊、
心型的邊等。
＊ 以筆的兩端綁上一條繩子（此繩子固定後要比筆
長，使繩子成曲線），使學生理解連接兩點之間
的線可為曲線或直線。
＊ 帶學生體驗走操場弧度的跑道(或設置 s 型彎
道)，及走直線距離，以實際感受比較曲線與直
線的差異。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S-1-01 能由物體
的外觀，辨認、描
述與分類簡單幾
何形體。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1-s-02 能辨認、描 1-s-02-1 能依據外型特徵，將常見
述與分類簡單平面 的平面圖形，作配對與分類。(此
圖形與立體形體。
時不需特別強調圖形命名)
1-s-02-2 會依據外型特徵，將日常
生活立體形體進行配對或歸類。
（此時不需強調立體形體的命名）
1-s-02-3 能根據特徵的描述，找出
相對應的平面圖形或立體形體。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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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善用既有的文教玩具和積木，讓學生練習幾何的
基本輪廓對應，常見的幾何圖形包含圓形、正方
形、三角形、長方形…等。
利用生活中的常見物品給予學生簡單平面圖形
的概念，並進行對應、分類遊戲，如：輪胎、蛋
糕盤、飛盤、呼拉圈、錢幣等為圓形；土司、色
紙等為正方形；三明治、御飯糰等為三角形；紙
鈔、門、黑板、國旗等是長方形。
帶學生找出生活中近似圓形、正方形、三角形或
長方形的常見物品。
待學生對圓形、正方形、三角形、長方形等圖形
有基本認識後，可配合數量的教學，讓學生分類
物品並點數其數量（5 以內）。
提供生活中的常見物品教導學生進行簡單的立
體形體配對及分類，如鋁箔包飲料盒、鉛筆盒、
餅乾的紙盒、電腦主機、螢幕、易開罐、電線桿、
柱子、旗杆、籃球、棒球、地球儀等。
待學生對長方體、圓柱體或球體等立體形體有基
本認識後，讓學生將物品依形體進行分類並點數
各形體之數量（5 以內）。
自製圖卡，結合釣魚遊戲，讓學生熟悉各類圖形
的特徵。
配合簡單白話的敘述，帶學生以觸摸、聽辨、滾
動等方式，觀察並熟悉各種常見平面圖形和立體
形體；進一步視情況，引導學生用自己的話，來
描述平面圖形或立體形體。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S-1-02 能描繪或

1-s-03 能描繪或仿

仿製簡單幾何形

製簡單平面圖形。

體。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1-s-03-1 能利用各種方式，進行各 ＊用造型打洞機、印章、實心或邊線鏤空的各式形
式形狀的仿製與描繪。

版，帶學生進行仿製或描繪簡單平面圖形。

1-s-03-2 能利用不同素材製作簡單 ＊能用簡單平面圖形，如圓形、正方形、三角形、長
的平面圖形。

方形等圖形，模型板，拓印形狀
＊能用釘阪和橡皮筋仿作或創作簡單平面幾何造
型，如正方形、三角形、長方形等圖形。
＊能使用黏土或鐵絲、繩子等素材，捏出、折出簡單
的平面圖形。

S-1-02 能描繪或
仿製簡單幾何形
體。

1-s-04 能依給定圖 1-s-04-1 能將形體做平面排列、拼 ＊讓學生以不同素材（積木、雪花片、貼紙、大小石
示，將簡單形體做平
裝及鋪設。
頭等）操作平面排列、拼裝及鋪設。
面舖設與立體堆疊。 1-s-04-2 能依提示將形體做立體的 ＊讓學生反覆操作積木或實物，練習立體型體的堆
堆疊。
疊。

S-1-03 能認識周
遭物體中的角、直
線和平面。

2-s-01 能認識周遭
物體上的角、直線與
平面 (含簡單立體
形體)。

2-s-01-1 能指認圖形或實物的
「角」與「邊」。

＊提供扁平實物(如書本、卡片、三角尺等)或圖形紙
板，帶學生看、聽、觸摸角與邊的特質。

2-s-01-2 能指認常見立體形體或
實物的頂點、邊和平面。

＊利用鋁箔包飲料盒、鉛筆盒、餅乾的紙盒等，透過
視、聽、觸、動讓學生去操作、去觸摸正方體（或
長方體）的面、邊、頂點，
2-s-01-3 能透過操作，比對得知正
方體每個平面和邊長相同。
＊以期學生能寫或畫或讀或聽或說或指出正方體（或
長方體）的面、邊、頂點的特徵及不同之處（如：
面是平平的一大片、邊是一條直直的線、頂點是尖
尖的地方）。
＊會數或寫或讀或聽或說或指出一個正方體（或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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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體）之面、邊、頂點的個數（在數數過程中可提供
學生色筆或是貼紙用來標記已數過的面、邊或頂
點，以免重複計數）。
＊利用色筆或數字貼紙，在正方體(亦可直接提供骰
子)上做記號，在指上描繪不同平面或邊，再比較
與其他平面和邊的大小長短，引導學生發現正方體
每個面相等、每個邊等長的特徵。

S-1-04 能認識生
活周遭中平行與
垂直的現象。

2-s-02 能認識生活
周遭中平行與垂直
的現象。

刪除

N-1-08 能做長度
的實測，認識「公
分」、「公尺」，並
能做長度之比較
與計算。

2-s-03 能使用直尺
處理與線段有關的
問題。

2-s-03-1 能調整直尺連接平面上

S-1-02 能描繪或
仿製簡單幾何形
體。

刪除

既有兩個點。
2-s-03-2 能描繪或自行利用直尺
連接兩點，畫出線段。
2-s-03-3 能將直尺原點所在刻度，
對齊目標物的起始點。
2-s-03-4 能用直尺畫出指定長度
的線段。
2-s-03-5 能以直尺測量線段的長
度。

＊提供標記好的點，起初可輔以提示虛線，以協助旋
轉直尺對齊兩點，此時次需特別強調課度的功能。
＊練習以直尺連接線段，包含橫線、直線、斜線的連
接，進而仿繪幾何圖形。如三角形、四邊形、心形、
簡單動物圖形等。
＊複習解讀刻度：給予平面圖或實際的物品，並將直
尺事先對齊好，教導學生如何找出目標物對應的刻
度；可先簡化直尺刻度，以整數為主。
＊以尺測量物品：提供平面圖樣與日常物品，實際帶
學生以尺測量長度(測量距離應小於 15 公分) ；同
時應強調「由原點開始」的概念及測量原則。
＊著重正確的畫線原則，如一手橫向固定直尺，從原
點開始，由左至右畫出指定長度的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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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可結合休閒或職業課程，提供事先設計好的彩色紙
條，讓學生在有視覺提示下，在紙上定點畫出指定
長度的線段，再剪下組合成為作品。

N-1-10 能認識容
量、重量、面積(不
含常用單位)。

2-s-04 能認識面積。
(同 2-n-18)

2-s-04-1 能辨識物體的平面。
2-s-04-2 能以直觀或操作方法比

＊能分辨物體的平面與曲面（如球面是曲面、桌面是
平面… ）。

＊能比較日常物品的平面（桌面、書本封面、黑板…）
的大小。
2-s-04-3 能用個別單位實測面的
＊能直接觀察比較二個圖形的面積大小（長方形、正
大小。
方形、圓形…）。
較平面的大小。

S-1-03 能認識周
遭物體中的角、直
線和平面。

＊會使用疊合、剪貼的方法比較二個圖形的大小。
＊帶學生閱讀地圖或簡易平面圖，觀察圖中建築或場
地所佔大小，比較實際圖像以及場地(教室與禮堂)
的大小。
＊提供校園或該社區平面圖，或是世界地圖，實際舉
例說明之，如教室與禮堂，台灣本島與外島的大小
比較。
N-1-08 能做長度
的實測，認識「公
分」、「公尺」，並
能做長度之比較
與計算。
S-1-01 能由物體
的外觀，辨認、描
述與分類簡單幾
何形體。

2-s-05 認識簡單平
面圖形的邊長關係。

2-s-05-1 能透過測量或操作發現

＊以尺或個別單位(如繩子)實際測量圖形、模型或日
常實物。如窗戶、小繪本、三角形指標、桌面、紙
正方形、正三角型邊長皆等長。
鈔等，引導學生發現常見平面圖形的邊長關係。
2-s-05-2 能透過測量或操作發現
長方形、等腰三角形對邊相等。 ＊以操作方式，將各種形狀的色紙對摺、疊合邊長，
比對邊長是否重合、相等，再將等長的邊做上記號。
2-s-05-3 結合實測，指出或區辨正
＊結合以尺實測的活動，選出指定圖形如正方形與正
方形與長方形，正三角形與等腰
三角形，長方形與等腰三角形等。
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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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S-1-03 能認識周
遭物體中的角、直
線和平面。
S-2-01 能認識平
面圖形的內部、外
部及其周界與周

3-s-01 能認識平面
圖形的內部、外部與
其周界。

刪除

刪除

3-s-02 能 認 識 周
長，並實測周長。

刪除

刪除

長。
N-2-17 能做長度
的實測，認識長度
常用單位，並能做
長度之比較與計
算。
S-2-01 能認識平
面圖形的內部、外
部及其周界與周
長。
S-2-04 能透過平
面圖形的組成要
素，認識基本平面
圖形。
S-2-05 能透過操
作，認識簡單平面
圖形的性質。

3-s-03 能使用圓規 3-s-03-1 能指出生活常見實物「圓 ＊帶學生觀察生活中常見的圓形物體，如時鐘、鍋
畫圓，認識圓的「圓
蓋、光碟片、單車輪子、方向盤等，實物或圖樣，
心」的位置。
心」
、
「圓周」
、
「半徑」 3-s-03-2 能指出生活常見實物「圓
說明圓心與圓周的概念。
與「直徑」。
＊觀察生活中的圓形物體，找出「直徑」與「半徑」，
周」的位置。
如分切後的蛋糕，車輪或中心放射的圖形。
3-s-03-3 能指認平面圖形「圓心」
與「圓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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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操作，將圓形紙張對折兩次以上，找出圓心與
直徑、半徑。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3-s-03-4 能找出生活常見圓形實物 ＊利用已裁切好的圓形紙板或杯盤，繪出各式圓形。
的「直徑」與「半徑」所在。

＊結合美勞活動，如聖誕卡片，以圓規繪製各種圓形
圖樣，隨意發揮裝飾作品。宜著重圓規畫圓的操作
3-s-03-5 能透過操作，找出平面圖
過程，此時可不需特別強調半徑長度，亦不指定圓
形「直徑」與「半徑」的位置。
的大小。
3-s-03-6 能使用替代的現成物畫
出圓形。
3-s-03-7 能使用圓規畫出圓形。
N-2-20 能使用量
角器進行角度之
實測，認識度的單
位，並能做角度之
比較與計算。
S-2-04 能透過平
面圖形的組成要
素，認識基本平面
圖形。

3-s-04 能認識角，並
比較角的大小。(同
3-n-17)

3-s-04-1 能指認日常生活中物體

＊教師先示範找出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角，引導學生能
在日常生活中找出「角」（剪刀、時鐘長、短針形
的「角」。
成的角、扇子、窗角、書本角、桌角、櫃子角…）。
3-s-04-2 能以直接操作方式，比
（教學建議：可先從張開角教學，如：剪刀、時鐘、
較角的大小。
兩隻筷子所夾的角；再進入平面角的教學，如：窗
3-s-04-3 能利用工具等操作方式， 角、書本角、桌角、櫃子角）
複製相同的角。
＊教師先示範製作出一個角，讓學生能用筷子、筆、
3-s-04-4 能辨識直角的特性。

線、尺和透明紙…等複製一個角。
＊能以重疊或分割方式，或是複製其一，以比較角的
大小。
＊能從三角板、正方形、長方形等認識直角，再從週
遭環境中分辨直角。（教學建議：可用摺紙，將紙
對摺再對摺的方式做出直角，拿做出的直角，直接
比對分辨是否是直角。）
＊認識直角符號。
＊能利用不同素材摺出、畫出、剪出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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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3-s-05-1 能指認出 1 平方公分大小 ＊教導學生認識平方公分板，並以實物教導學生認識
的物體。
平方公分板上ㄧ個格子是 1 平方公分。
3-s-05-2 透過操作平方公分板，能 ＊實測時，能將平方公分板邊線對齊簡易幾何圖形的
點數簡易幾何圖形的面積。
邊線（含長方形、正方形）。
＊能透過操作平方公分板，點數簡易幾何圖形的面積
（含長方形、正方形）

N-2-21 能認識面
積常用單位，並能
做面積之比較與
計算。
S-2-01 能認識平
面圖形的內部、外
部及其周界與周
長。

3-s-05 能認識面積
單位「平方公分」，
並做相關的實測與
計算。(同 3-n-18)

S-2-02 能透過操
作，將簡單圖形切
割重組成另一已
知簡單圖形。

3-s-06 能 透 過 操
作，將簡單圖形切割
重組成另一已知簡
單圖形。

3-s-06-1 能透過操作，將簡單的圖 ＊能將正方形、長方形、等腰三角形…等，透過對摺、
裁剪、切割成兩個一樣大的圖形。
形分成兩個一樣大的圖形。
3-s-06-2 依照範例圖示，將切割後 ＊能將兩個全等的圖形透過平移、旋轉、翻轉等方
法，拼組成另一個有外框的已知圖形。
的簡單圖形，拼組成其他圖形。
＊能知道二個全等圖形拼組後的圖形，其大小是原來
圖形的 2 倍。
＊能將一個較大的圖形，切割成幾個基本幾何圖形，
玩造型拼組遊戲；而且能知道重新拼組後的圖形和
原來的圖形一樣大。
＊能使用七巧板，依照有分割線條的提示圖案範例，
拼組平面圖形。
＊能使用七巧板，依照沒有分割線提示的範圖，拼組
平面圖形。
＊能自由將平面圖形拼組創作

S-2-04 能透過平
面圖形的組成要
素，認識基本平面
圖形。

3-s-07 能由邊長和
角的特性來認識正
方形和長方形。

3-s-07-1 能透過操作，由邊長和角 ＊透過用繩子或尺測量正方形的四邊長，發現四個邊
等長；再用直角測量正方形的四個角，發現四個角
的特性檢核來正方形。
都是直角。
3-s-07-2 能透過操作，由邊長和角
的特性檢核來長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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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會在釘板上用橡皮筋做出正方形。
＊會用四支等長的吸管或是竹籤做正方形的造型作
品。
＊透過用繩子或尺測量長方形的四邊長，發現兩組對
邊等長；再用直角測量長方形的四個角，發現四個
角都是直角。
＊會在釘板上用橡皮筋做出長方形。
＊會用二組等長的吸管或是竹籤做長方形的造型作
品。

S-2-04 能透過平
面圖形的組成要
素，認識基本平面
圖形。

4-s-01 能運用「角」 4-s-01-1 能透過操作，將若干直角 ＊在圖片或成品的視覺提示下，給予竹籤、吸管和指
與 「 邊 」 等 構 成 要 與等長線段，組合成簡單平面圖形。 定的角度，帶學生複製圖形，再討論是何圖形。
素，辨認簡單平面圖
＊透過自行拼組操作後，能說出或配對所做出的圖形
形。
是何種簡單平面圖形。

S-2-05 能透過操
作，認識簡單平面
圖形的性質。

4-s-02 能 透 過 操
作，認識基本三角形
與四邊形的簡單性
質。

4-s-02-1 能透過操作找出正三角形 ＊能將一堆三角形加以分類，如:直角三角形和不是
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和不是等腰三角形…。
（教
4-s-02-2 能將常見的四邊形加以分
學建議：可以先從運用疊合法，找出與教師提供的
類。
一模一樣的特定三角形範型教起，再視學生發展能
4-s-02-3 能透過操作，得知正方型
力進行配對、分類的教學）
與長方形可沿對角線切成兩全等三 ＊根據三角形性質的描述，找出或做出特定的三角
角形。
形。如:在一堆三角形中，找出三個邊一樣長的三
角形；或拿三枝等長的竹籤做出正三角形。
＊能將一堆四邊形加以分類，如:長方形和不是長方
形，平行四邊形和不是平行四邊形…。
（教學建議：
可以先從運用疊合法，找出與教師提供的一模一樣
的特定四邊形範型教起，再視學生發展能力進行配
對、分類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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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能透過直尺、三角板、模型版、骨架、摺紙、剪裁
等操作，認識四邊形基本性質。如:兩組分別等長
的竹籤，和四個直角，組合成一個長方形；平行四
邊形沿對角線剪開後，分成兩個全等三角形；兩個
全等的三角板拼成一個正方形或是長方形或是平
行四邊形。

S-2-06 能認識平
面圖形全等的意
義。

4-s-03 能認識平面
圖形全等的意義。

N-2-20 能使用量
角器進行角度之
實測，認識度的單
位，並能做角度之
比較與計算。

4-s-04 能認識「度」 刪除
的角度單位，使用量
角器實測角度或畫
出指定的角。(同
4-n-16)

S-2-07 能理解旋
轉角的意義。

4-s-05 能理解旋轉
角(包括平角和周
角)的意義。

N-2-20 能使用量 4-s-06 能理解平面
角 器 進 行 角 度 之 上直角、垂直與平行
實測，認識度的單 的意義。
位，並能做角度之
比較與計算。
S-2-03 能理解垂
直與平行的意義。

4-s-03-1 能透過操作，找出全等的 ＊能運用平移、旋轉、翻轉等方法，將一模一樣的形
狀板重疊在一起，藉此認識全等的意義。
平面圖形。
＊能運用重疊法，從一堆圖形中，找出兩平面圖形疊
合時，其頂點、邊、角完全重合的全等圖形。
刪除

4-s-05-1 能以操作表達出順時針方 ＊觀察鐘面認識旋轉現象，漸而分辨順時針旋轉方向
向與反時針方向。
與逆時針旋轉方向。
＊可結合體育或休閒課程，進行團體一起聽口令以手
比畫或身體轉向的活動。
4-s-06-1 能以直觀或操作方式，指
認出平面上的直角。
4-s-06-2 能以直觀或比對工具，指
認出平面上垂直的兩線段。
4-s-06-3 能以直觀或比對工具，指
認出平面上平行的兩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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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角板找出教材中的直角及垂直關係。
＊找出生活中直角、垂直、平行的例子（牆角、桌
緣…）。
＊能以粗估或實測方法，找出教材中與生活中物件的
平行關係，如鐵軌、梯子等。
＊提供畫有「∥」與「┴」的透明圖卡(或牌子)，讓
學生以此比對目標物間為平行或垂直關係。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將圓形或正方形進行兩次對摺，即可獲得直角與垂
直關係，亦可延伸應用至其他活動上（如摺紙、擺
餐具、切蛋糕…等）

S-2-02 能透過操
作，將簡單圖形切
割重組成另一已
知簡單圖形。

4-s-07 能認識平行
四邊形和梯形。

刪除

刪除

S-2-03 能理解垂
直與平行的意義。
S-2-04 能透過平
面圖形的組成要
素，認識基本平面
圖形。
S-2-03 能理解垂 4-s-08 能利用三角
直與平行的意義。 板 畫 出 直 角 與 兩 平
S-2-04 能透過平 行線段，並用來描繪
面 圖 形 的 組 成 要 平面圖形。
素，認識基本平面
圖形。

4-s-08-1 能運用三角板畫出直角
4-s-08-2 能運用三角板找出垂直
的二線段
4-s-08-3 會運用三角板或直尺找
出二條平行線
4-s-08-4 會運用三角板或直尺畫

＊運用三角板中直角端比對出平面圖形的直角，設計
找直角活動，讓學生在各種角度圖片中運用三角板
去比對找出直角。
＊引導學生運用直尺依循直角的二邊，將邊線延長成
垂直的二線，藉以了解直角、垂直角、垂直線的關
係。
＊讓學生運用直尺找出二條平行線，並以實際操作引
導學生具備二平行線恆等距的概念。

出簡單平面圖形

＊帶學生運用三角板及直尺畫出簡單的平面圖形，
如：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平行四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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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N-2-22 能理解正
方形和長方形的
面積與周長公
式。(同 S-2-08)

4-s-09 能理解長方
形和正方形的面積
公式與周長公式。
(同 4-n-18)

指標調整
4-s-09-1 能熟悉長方形和正方形的
周長等於四邊相加的概念。
4-s-09-2 能參照公式，利用心算或
計算機求出長方形和正方形的周
長和面積。

＊

＊
＊

5-s-01-1 能操作或說出或計算出三
角形的三內角和為 180 度

＊

教學重點
可利用緞帶或鐵絲複習周長等於四邊相加的概
念，以及正方形四邊等長、長方形對邊相等的原
則
。
結合測量活動，對照公式操作計算機，實際求出
現場物件的周長和面積，如課本、窗戶等。
公式如下：長方形面積公式＝長×寬，周長＝(長
＋寬)×2；正方形面積公式＝邊長×邊長，周長＝
邊長×4。
將各式三角形以裁切方式使各角得以分開，藉由
重新組合各式三角形三內角讓學生得知無論為
何種三角形，其三內角
和皆為 180 度，一即可拼組成一直線。

S-3-02 能透過操
作，認識「三角形
三 內 角 和 為 180
度」與「兩邊和大
於第三邊」的性
質。

5-s-01 能 透 過 操
作，理解三角形三內
角和為 180 度。

S-3-02 能透過操
作，認識「三角形
三 內 角 和 為 180
度」與「兩邊和大
於第三邊」的性
質。

5-s-02 能 透 過 操 刪除
作，理解三角形任意
兩邊和大於第三邊。

刪除

S-3-01 能利用幾
何形體的性質解
決簡單的幾何問
題。

5-s-03 能認識圓心
角，並認識扇形。

＊ 能找出生活中常見的扇形，如車輪、切割後的蛋
糕、比薩等。
＊ 能從日常生活中的圓形的物品（CD、銅板、釦子、
時鐘…）能找出圓形的中心點。
＊ 能利用黏土等實物，或蛋糕分切的情境，找出圓
心切割出簡單的扇形。
＊ 能用日常生活物品，直接組合拼出扇形形狀（火
柴、筷子、竹枝、鉛筆…）。或以色紙剪出或切
割出圓形及扇型的圖型。

5-s-03-1 能指出生活中扇形的相
近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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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S-3-03 能理解平
面圖形的線對稱
關係。

5-s-04 能認識線對
稱與簡單平面圖形
的線對稱性質。

5-s-04-1 能以直觀方式找出生活
中接近對稱的物品或文字。
5-s-04-2 能以各種方式檢視物品
的對稱性質。
5-s-04-3 能指認出對稱物體中，相
對稱的部分。

N-3-22 能運用切
割重組，理解三角
形、平行四邊形與
梯形的面積公
式。(同 S-3-06)

5-s-05 能運用切割 刪除
重組，理解三角形、
平行四邊形與梯形
的面積公式。(同
5-n-18)

S-3-09 能 認 識
球、直圓柱、直圓
錐、直角柱與正角
錐。

5-s-06 能認識球、直
圓柱、直圓錐、直角
柱與正角錐。

5-s-06-1 能找出生活中相近球形
的物體。
5-s-06-2 能找出生活中相近直圓
柱的物體。
5-s-06-3 能找出生活中相近直圓
錐的物體。
5-s-06-4 能找出生活中相近直角
柱的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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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 能利用圓形與扇形模型畫出或複製出圓形與扇
形的圖形。
＊ 大量提供生活中的對稱物，如葉片、花朵、動物、
門窗等自然品，或是部件對稱的文字，以及觀察
自己的五官和鏡中的物品，歸納對稱的概念。
＊ 以對折方式，實際操作檢查圖形是否對稱。
＊ 能運用摺紙、剪紙實作方式，讓學生找出簡單圖
形的對稱（如正方形、長方形、三角形...）。
＊ 帶學生運用對稱特性製作勞作，如進行剪春字、
人形、圓形、四片花半的花朵等活動讓學生體驗
對稱的意義。
＊ 視學生程度，從一半圖形的提示中，找出另一半
相對應的圖形或概估出圖形全貌。
刪除

＊ 能在日常生活物品中找出球體（球、蘋果、橘子、
彈珠…）、圓柱體（柱子、吸管、巧克力棒…）、
圓錐體（巫婆帽、斗笠、甜筒冰淇淋的餅乾、三
角錐…）、角柱體（鋁箔包飲料罐、四方形橡皮
擦、鉛筆盒…）與角錐體的物品（金字塔…）。
＊ 能做球體、圓柱體、圓錐體、角柱體與角錐體的
配對及分類活動。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5-s-06-5 能找出生活中相近正角
錐的物體。
5-s-06-6 能依外形，將球體、直圓
柱、直圓錐、直角柱與正角錐做簡單
的配對與分類。
刪除
刪除

N-3-20 能理解正
方體和長方體的
體積公式。(同
S-3-05)
N-3-25 能計算正
方體或長方體的
表 面 積 。 ( 同
S-3-11)

5-s-07 能理解長方
體和正方體體積的
計算公式，並能求出
長方體和正方體的
表面積。(同 5-n-20)

S-3-01 能利用幾
何形體的性質解
決簡單的幾何問
題。

6-s-01 能利用幾何
形體的性質解決簡
單的幾何問題。

刪除

刪除

S-3-04 能認識平
面圖形放大、縮小
對長度、角度與面
積的影響，並認識
比例尺。

6-s-02 能認識平面
圖形放大、縮小對長
度、角度與面積的影
響，並認識比例
尺。

刪除

刪除

N-3-23 能理解圓
面積與圓周長的
公式，並計算簡單
扇形面積。(同
S-3-07)

6-s-03 能理解圓面
積與圓周長的公
式，並計算簡單扇形
的面積。(同 6-n-14)

刪除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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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S-3-08 能認識面
的平行與垂直，線
與面的垂直。

6-s-04 能認識面與
面的平行與垂直，線
與面的垂直，並描述
正方體與長方體中
面與面、線與面的關
係。

刪除

刪除

N-3-24 能理解簡
單直立柱體的體
積為底面積與高
的乘積。

6-s-05 能理解簡單
直柱體的體積為底
面與高的乘積。(同
6-n-15)

刪除

刪除

1-a-01 能在具體情
境中，認識加法的交
換律。

1-a-01-01 能分辨日常事務中哪些 ＊交換律是被普遍使用的一個數學名詞，指能改變某
經過交換，最終結果一樣。
物的順序而不改變其最終結果。日常生活中有些
事物交換後結果會一樣。如：洗一雙鞋子、襪子
1-a-01-02 在生活中操作具體物進
可類比為一可交換運算，因為不論是左邊的鞋子
行數的合成時，透過觀察比較能體
先洗，還是右邊的鞋子先洗，最終的結果（兩隻
驗順序改變或交換後其結果不變。
鞋子都洗好）是一樣的。將 2 塊平面拼版，拼成
1-a-01-03 在併加的情境中透過具
一個指定造型時，先拼紅色再拼綠色，或是先拼
體操作能體驗順序改變或交換後
綠色再拼紅色，結果都一樣。擦桌子時，先擦左
其結果不變。
邊或先擦右邊，最後都能把整張桌面擦乾淨。但
1-a-01-04 在添加的情境中透過具
有些例子是不能使用交換律的。如：先洗碗再烘
體操作能體驗順序改變或交換後
碗、先穿襪子再穿鞋子…。投球活動
其結果不變

S-3-10 能理解簡
單直立柱體的體
積為底面積與高
的乘積。
A-1-02 能在具體
情境中，認識加法
的交換律、結合
律、乘法的交換
律，並運用於簡化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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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可以透過日常生活活動，或是，指導學童體驗在數
的合成過程中是可以交換或改變順序的。如：發
午餐水果時，第一次發 1 顆，第二次發 4 顆，或
是第一次發 4 顆，第二次 1 發顆，結果每個人都
可以拿到 5 顆。
＊可配合數的合成分解操作具體教具，並配合圖示記
錄進行教學。如：左手 2 顆糖果，右手 3 顆，合
成時先放 2 顆再放 3 顆或先放 3 顆再放 2 顆，合
成後結果相同。
＊『1 朵黃花和７朵紅花，一共是多少朵花？』，先
算黃花或先算紅花，結果都會一樣的事實，最容
易讓學童在這類問題情境中，自行發展出符合交
換律的解題策略，以簡化計算過程。如：先記住 1，
再向上數 7 個；或先記住 7，再向上數 1。學童會
發現後者較快。
＊運用添加型算式填充：如：桌上有 2 顆糖果，老師
再放進 3 顆糖果，總共是 5 顆糖果。桌上有 3 顆
糖果，老師再放進 2 顆糖果，總共是 5 顆糖果。
引導小朋友從操作具體物注意到加法交換律的現
象，並配合進行算式記錄與比對，在比對中，觀
察到『2＋（3）＝5』與『3＋（2）＝5』，都會
得到相同結果，也就是 5 和 5 一樣多。此類情境
是引導小朋友進入『添加型問題情境』重要的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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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A-1-03 能理解加
減互逆，並運用於
驗算與解題。

1-a-02 能在具體情
境中，認識加減互
逆。

1-a-02-1 偶然警覺或開始留意某些

＊ 教師可以準備會發出視覺或聽覺效果的用具，
當孩子在活動後突然停下來時，或孩子在安靜
的時刻，可以設法抓住孩子的注意力，老師製
造或是重複孩子的動作或是聲音數次，然後停
下來，觀察學生的表情和反應。進而誘發孩子
留意數量活動的相關事物。

數量活動的事物。
1-a-02-2 對於生活中的數量活動，
間歇轉頭注視與斷續表現興奮。
1-a-02-3 對熟悉的數量活動和事
物，表現一致的反應。
1-a-02-4 在生活情境中能分辨可以
合成的類別。

＊ 運用吸引兒童追視具有聲光效果的移動物件，
突然掉落，吸引兒童注視物件掉落的定點，教
學者可配合進行唱數的活動。或是進行數量活
動時(唱手指搖、數字歌)，能斷續跟著拍手、
點頭、搖晃身體…等。

1-a-02-5 會將同類物品，二堆合成
一堆，或一堆分成二堆，藉由其總
＊ 對熟悉的手指謠或數字歌等，當教師亨歌時也
數相同察覺此二動作為互逆。
能跟著亨唱。看見紅綠燈的秒數，可以跟著倒
1-a-02-6 在具體情境中，能操作數
數；當紅燈倒數秒數結束，綠燈亮起時，才開
量的分解合成。
始過馬路。將一個瓶子蓋一個蓋子等，一對一
1-a-02-7 在具體情境下，能意識到
對應的活動，再打開蓋子；會以目光尋找聲源；
「多加一個」或「拿去一個」時，
會注意到物件重複出現處等。
數量的改變。
＊ 盡量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進行教學，分辨可合成
的類別物件，尤其在情境中隨機教學極為重
要，生活周遭的人需要經常示範，如：一顆糖
果和 3 顆糖果合起來 4 顆糖果。但有些情形事
不能合成的，如:早餐吃了二個包子，一杯豆
漿，不會說成吃了三杯豆漿或三個包子。
＊ 會選擇同類的物品進行分解合成的活動，而不
會將不同類的物品進行合成分解。例如：水果
和杯子，並不適合進行分解合成的活動，教師
在進行教學活動時也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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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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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生活中收納時 2 個小容器的物品，可以倒進一個較
大的容器；而當一個容器不夠盛裝時，可以分裝
成兩盤，並能了解此維護逆的動作。
＊教師可配合數量的教學，進行分解合成的操作練
習。例如：10 以內數、重量、容量、長度…的分
解合成等；也可指導操作教具（如：積木、雪花
片、錢幣、糖果…）透過反覆操作瞭解合成和分
解是互逆的。
＊配合數數教學，引導學生觀察，進行「多加一個」
或「拿去一個」是互逆的行為。
＊在生活中同類物品，分成兩盤，一盤放一個，一盤
放許多，學生能分辨或拿取多的一盤。如：兩盤
學生喜歡吃的食物呈現在眼前，會拿取較多得一
盤。
＊教學時要提供差異很大的兩個數量，讓學生藉由直
觀判斷，以其適合的方式表示出數量的大小關
係，並視學生基本數感的進步情形，縮小數量間
的差距。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透過配對容器（瓶與蓋）、餐具
（碗和湯匙）
、盥洗用具（牙杯和牙刷）
、衣物（衣
服和褲子）
、衣架和衣服、裝飾（一個花瓶插一枝
花）…等活動，學習比較兩數量關係。
＊如同樣是球，5 個大球和 5 個小球，數量一樣多；
3 顆小西瓜和 3 顆大西瓜，數量一樣多…等。
＊如:5 顆球和 5 個球框的數量一樣多；4 個碗和 4
跟湯匙數量一樣多，…等。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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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可以從各種需要一對一配對的分配生活情境中進
行教學，如:分配座位、藝文課分配材料、工具、
午餐分配水果…等生活情境中，示範「不夠」
、
「一
樣多」、「多出來」等用語，並進行教學。
＊在介紹「＝」為等於符號時，可透過數字、數量相
同的情境即出現「＝」符號，讓學生將相等、相
同、一樣多跟「＝」符號建立連結。
＊利用實物、教具、圖卡（如：積木、雪花片、錢幣、
糖果…），透過一對一對應的方式，排列成條狀，
比較學生能力所及的三個數量大小。
＊使用天平進行兩兩比較驗證，或是三杯水，藉由兩
兩比較，後依序排列三數量的大小，進而學習遞
移律。甲＞乙、乙＞丙，由大到小排列則甲＞乙
＞丙，所以甲＞丙。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進行三數量比較時，教師或周
遭的人可隨機使用「一樣多」「最多、最少」「最
輕、最重」「最長、最短」「最大、最小」…等用
語，並可運用情境圖和電腦輔助軟體協助學生學
習。
＊在具體情境中介紹「＜」或「＞」的符號時，可讓
學生知道接近開口位置的數比較大，接近尖點位
置的數比較小，也可以運用符號圖像化的技巧幫
助學生使用「＜」或「＞」的符號。而當兩邊數
量相同時，則可使用「＝」號。
＊可藉由收銀機、位值板、數線、分類盒等輔助協助
下，操作數字卡、錢幣、色線，由較高位值或較
高幣值錢幣，進行比較兩個數字、數量之大小。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A-1-02 能在具體
情境中，認識加法
的交換律、結合
律、乘法的交換
律，並運用於簡化
計算。

2-a-02 能在具體情
境中，認識加法順序
改變並不影響其和
的性質。

2-a-02-1 點數非整齊排列物品時，
能運用先排列整齊再點數的策略
2-a-02-2 能由不同順序，點數非整
齊排列的離散物品總數。
2-a-02-3 在三數相加的具體情境
中，順序改變，仍能點數或計算其
和。
2-a-02-4 在三數相加的具體情境
中，能改變順序先湊 10，再加第三
數的方式點數或計算其和。
2-a-02-5 在購物時，能使用計算機
以不同的加法順序，計算三物的總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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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在進行多個數量比較時視學生能力和需要可以指
導使用「＜」、「＝」與「＞」等符號表示；或使
用由小排到大，由大排到小，或標序號…等適合
的方式表示三個以上數量大小關係。
＊指導學童在購物付款時，可以直接使用大於物價的
幣值進行付款購物。如：購買售價 7 元的卡片，
可以使用 10 元、50 元、100 元等大於 7 元的錢幣
付款，但記得拿取「找回」的款項。因此教學時
可運用工作分析、流程圖和視覺化、數線等方式，
先指導判斷適合付款的錢幣，再取物和找回款
項，索取發票或收據，進行核對。
＊點數非整齊排列的物件時，學生容易數錯，教師可
運用可一對一配對的盒子或是類似插洞版的輔助
教具，讓學生以一對一對應的方式擺放整齊，再
進行點數。並指導學生瞭解，改變排列方式不影
響物品的總數，以發展數量的保留概念。
＊在具體情境中，對於無法移動的非整齊排列物品，
多次點數時，雖然次序不同，但得到的結果相同，
讓學生瞭解改變點數的次序，不影響結果。
＊以三堆具體實物，或三張不同數量的圖片，搭配數
字表徵，和加法算式的紀錄，引導學生對照比較，
說明各種生活事例。如:三袋糖果相加，三條繩子
接在一起（綁物品時）
、三杯飲料倒成一杯（調果
汁時）
、購買三件物品…等，第一次和第二次雖然
順序改變，但總數量相同。而教學的數量，則需
依學生能力調整總和在 10、20、50 或是 100…以
內。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A-1-02 能在具體
情境中，認識加法
的交換律、結合
律、乘法的交換
律，並運用於簡化
計算。

2-a-03 能在具體情
境中，認識乘法交換
律。

2-a-03-1 在日常生活中，能理解由
不同的方向依序點數陣列排列的
物件，得到的結果相同。
2-a-03-2 生活中藉由操作、查表、
比較、使用計算機，能找 AxB 與 BxA
的總數相同的事實。
2-a-03-3 能依空間條件或實際需要
排列陣列物品。如:地墊、塌塌米、
桌椅…等

A-1-03 能理解加
減互逆，並運用於
驗算與解題。

2-a-04 能理解加減
互逆，並運用於驗算
與解題。

2-a-04-1 在「部分-全體」的分解
合成具體情境中，能運用加法或減
法解決問題。
2-a-04-2 在購物情境中，能處理金
額不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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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可以利用數字卡交換順序呈現，引導出運算結果不
變的性質
＊20 以內三數的和，由於數量稍多，可透過實際操
作和視學生能力，指導先湊 10，再加第三數的策
略。
例：曉明原本有 3 元，媽媽又給他 4 元，爸爸再
給他 7 元，現在曉明有多少 錢?3+4+7=(3+7)+4。
＊在購物的情境中，可以運用計算機，以不同的順序
計算購買三樣物品需付的錢，檢驗計算的結果是
否相同。
＊以陣列模型（排矩形隊伍、桌椅、鋪磁磚、地磚、
地墊、彩豆、排積木…）說明示範之。如：一排
坐 3 位同學，共有四排的總人數，與換個方向一
排坐 4 位，共有三排的總人數相等。
＊以具體實例操作排列陣列模型（排列物架、栽種菜
圃、玩具…）
，，如一排排 4 個，排成 2 排和一排
排 2 個，排成 4 排；或「3 盤各裝 2 顆糖果」與「2
盤各裝 3 顆糖果」
，再配合算式記錄和比較，得到
結果一樣多，瞭解順序改變但結果相同。
＊班級學生集會時能依空間條件排列 20 以內的隊
伍、桌椅等。
＊學生在「部分-全體」具體操作中（如：積木、雪
花片、錢幣、糖果…）
，合成全體時可以用加、分
解成部分時可以用減或是加。3 個花片和 6 個花片
可以合成 9 個花片，3+6＝9；9 個花片分成堆，一
堆 6 個，另外一堆是幾個？可以用 6+（）＝9，也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A-2-01 能理解乘
除互逆，並運用於
驗算與解題。

3-a-01 能理解乘除互
逆，並運用於驗算及解
題。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2-a-04-3 在需要較長時間等待或累
可以用 9-6＝3；9 個花片拿掉 3 個，剩下幾個花
積的活動中會運用補數的方式，解
片（9-3=6），也可以 3+（）＝9。
決數量不足的生活問題。如：增強 ＊在購物教學時，配合補數操作活動，和計算機的使
用，獲得加減互逆的經驗。如：妹妹有 3 元，要
制度、集點換購…等活動。
2-a-04-3 在一對一對應的工作活動
買一顆 5 元的糖果，還需要拿多少錢？透過補數
中在視覺提示下能解決數量不足
活動，得到 2，3+（2）＝5，再用計算機計算 5-3
＝2
的問題。
2-a-04-4 在生活情境中，協助列式 ＊生活中有許多活動，都可以讓學童體驗加減互逆
後，能操作計算機算出可加減互逆
的經驗。如：增強制度中，想獲得哪一種獎勵，
問題的結果。
需集滿 10 個代幣，現在已經有 6 個代幣，那麼還
2-a-04-5 會使用對答案或計算機再
要再集幾個？可以用 6+（4）＝10，也可以用 10-6
＝（4），算出還需要再集 4 個。而在生活中如便
算一次的方式進行結果檢驗。
利商店的集點活動，都是可以納入教學運用的活
動。
＊如包裝活動：視情況可以實物操作說明，有視覺
提示為宜，輔助理解。如一個盒子可裝 8 顆巧克
力，目前已裝 6 顆，需再幾個才能湊滿一盒？6+
（）＝8，8-6＝（2）
＊提供生活實例和解題情境導出算式，如：8＋( )
＝10；10－8＝ ( )；( )＋3＝10；( )－3＝7，
指導時可以利用數線呈現解題歷程。
＊在生活中養成再檢查一次的習慣，並指導使用計
算機再算一次，進行核對結果是否相同，學習自
我檢核。
刪除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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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A-2-02 能在具體
情境中，理解乘法
結合律，並運用
於簡化計算。

4-a-01 能在具體情
境中，
理解乘法結合律。

N-2-07 能做整數
四則混合運算，理
解併式，並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A-2-01 能理解乘
除互逆，並運用於
驗算與解題。

4-a-02 能在四則混
合計算
中，運用數的運算
性質。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4-a-01-1 在計算機或查表輔助下， ＊生活上有許多大集合中含有子集合，子集合內又
能用乘法計算經過三層集合包裝
有子集合的例子，如： 2 塊香皂裝一盒，6 盒裝
的
成一箱，老師買 3 箱，總共有幾塊香皂？可以算
基本單位個數。
成（2×6）×3，先算 6 盒總共有幾塊，再算 3 箱總
4-a-01-2 由運用計算機求算長方體
共有幾塊；也可以算成 2×（6×3），先算有幾盒，
體積時得知乘法數字順序對調答
再算總共有幾塊。透過實際舉例和操作，對應算
案不變。
式，進行比較，瞭解結合律的運用。
4-a-01-3 由運用計算機求算單位換 ＊教學時可以運用小積木組堆疊成大的長方體後求
算時得知乘法數字順序對調答案
算小積木的個數，或是長方體小紙箱，堆疊成大
不變。
長方體後求算小紙箱的個數。這些活動均可以讓
學生體驗到乘法結合律。
＊進行三階單位換算時，常可以用到結合律，教師
可是學生能力與需要進行教學。
＊運用兩個籃子各裝不同數量的食物或物品，請學
4-a-02-1 能透過操作具體物/計算
生計算總共是多少個?並用算式紀錄下來；老師再
機體驗加法、乘法交換律。
將兩個籃子位置互換，再請學生計算，並紀錄總
4-a-02-2 能透過操作具體物/計算
共多少個?進行完後，讓學生比較結果是否相同，
機體驗加法、乘法結合律。
從中體驗加數與被加數位置互換其結果相同，進
4-a-02-3 能透過操作具體物/計算
而體驗加法交換律，可以進行二個數，也可以進
機體驗加減混合計算時順序可調
行三個數的體驗活動。
換。
●
●●
4-a-02-4 在解決一位數的四則運算
●●
生活問題時，能運用加法結合律，
（4） ＋ （1）＝（5）
先湊 5 再計算結果。
●
●●
4-a-02-5 在解決一位數的四則運算
●●
生活問題時，能運用加法結合律，
（1） ＋ （4） ＝（5）
先湊 10 再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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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4-a-02-6 能使用計算機做一位數四
則運算。
4-a-02-7 在生活情境中（如購物、
比價）能使用計算機解決四則運算

教學重點
＊用跳棋、花片、磁鐵排列長方陣或串貢丸、小香
腸、糖葫蘆等，列出乘法算式，計算總數；再將長
方陣旋轉方向，用不同的行列的乘法算式，計算總
數，再比較兩次的結果是否相同，體驗乘法交換
律。

問題，進行核對工作。
每排有2個， 有6排，
總共12個。
（2）× （6） ＝（12）

●●
●●
●●
●●
●●
●●

●●●●●●
●●●●●●
（6）× （2） ＝（12）
每排有6個，有2排，
總共12個。
＊ 舉生活中了例子，透過具體操作，教導學生加法
結合律。如:中午美芳拿了3顆小番茄，偉志拿了
5顆小番茄，莉莉拿了2顆小番茄，他們總共拿了
幾顆小番茄?
（3＋5）＋2＝10
3＋（5＋2）＝10
（3＋2）＋5＝10（先湊5）
從操作和計算過程中體驗任兩者先結合計算，其
結果相同。
（教學建議：若學生可以學習先湊5或先
165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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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湊10，再加第三個數，則可以增加心算的速度）
舉職業課或生活中的例子，讓學生體驗乘法結合
律。如:2個餅乾裝1包，6包裝1盒，想裝滿3盒餅
乾，總共要做幾塊餅乾?
（2×6）×3＝36
2×（6×3）＝36
（3×2）×6＝36（此算式先將兩個較小的數先結
合為6，再乘以第三個數，如此可以有效運用九
九乘法，加快運算速率）
運用生活情境佈題，再配合電算器運算，與比較
所紀錄的算式了解結果相同，以體驗加減混合計
算時順序是可以調換的。如:一籃小番茄有5個，
媽媽再放進8個，弟弟拿走4個，剩下幾個?
5+8-4＝9
一籃小番茄5個，弟弟拿走4個，媽媽再放進8
個，現在有幾個?
5-4+8＝9
先運用一位數四則算式，直接教學操作計算機計
算的技巧，再配合視覺提示（如先算部分用色筆
畫線），指導學生四則運算規則。可由簡單的加
減混合或乘除混時，由左而右計算；加減乘除混
合時，先乘除後加減；有括號時，括號要先算。
在生活中處理購買多件物品時，可以運用計算機
協助處理計算工作。如:到便利商店，買一瓶牛
奶花了25元，買一個麵包花了20元，付一張100
元的鈔票，要找回多少錢?100-25-20＝55或是
100-（25+20）＝55。計算後進行核對發票和找
回的金額。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A-3-01 能在具體 能在具體情境中，理
情境中，理解乘法 解 乘 法 對 加 法 的 分
對 加 法 的 分 配 律 配律，並運用於簡化
與 其 他 乘 除 混 合 計算。
計算之性質，並運
用於簡化計算。

A-3-01 能在具體
情境中，理解乘法
對加法的分配律
與其他乘除混合
計算之性質，並運
用於簡化計算。

5-a-02 能在具體情
境中，理解先乘再除
與先除再乘的結果
相同，也理解連除兩
數相當於除以此兩
數之積。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5-a-01-1 在處理較長或較大的的矩 ＊對於較大的陣列或是矩形面積，可以分成兩塊計
算。如：菜圃一行可以種15顆菜，13行要買幾顆菜
形陣列問題時，能先分成兩部分計
苗？15×13＝10×13＋5×13
算後，再加總。
＊在購買單價大於十元的物品數樣時，但是身邊沒
5-a-01-2 在購物的情境中，能以不
有計算機時，可以操作取用不同幣值錢幣的方
同幣值分類拿取，再加總的方式，
式，指導先分類處理不同幣值（100 元、10 元、1
點數或計算應付的總價。
元）
，分別乘以購買的數量，最後再把各種幣值的
總數合起來，得到總價。如：買一枝價格 12 元的
鉛筆 5 枝。可以 10 元×5＝50，再用 2 元×5＝10 元，
最後 50 元＋10 元＝60 元。總共要付 60 元。
＊當學生點數或筆算有困難時，可調整使用計算機。
5-a-02-1 在實際生活情境中運用計
算機計算，而理解先乘後除與先除
後乘的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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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實際例子引導學生操作，用筆算或運用計算機
計算，用算式記錄結果，進行比較，了解先乘後
除與先除後乘的結果相同。
＊ 如：
【例題】1 盒迴紋針有 15 個，7 盒迴紋針平分給
3 個人，請問 1 人可得多少個迴紋針？
【運算】
15×7÷3＝35（先算出總共幾個迴紋針，再分給 3
個人）與 15÷3×7＝35（先把一盒內的迴紋針分給
個人，每盒分一次，有 7 盒，每人分到 7 次）答
案相同
＊透過實際演算操作，和算式比較，讓學生了解先
乘後除與先除後乘的結果相同。
【例題】2 瓶調味料，每瓶 90cc，要分裝成 6 等份，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N-3-02 能熟練整
數四則混合運
算，並解決生活中
的三步驟問題。
A-3-01 能在具體
情境中，理解乘法
對加法的分配律
與其他乘除混合
計算之性質，並運
用於簡化計算。

5-a-03 能熟練運用 5-a-03-01 能使用計算機計算整數
四則運算的性質，做
四則混合的計算題
整數四則混合計算。 5-a-03-02 在生活情境中能使用計
算機以多步驟的方式解決整數四
則運算問題

A-3-04 能用含未
知數符號的算式
表徵具體情境之
單步驟問題，並解
釋算式與情境的
關係。
A-3-05 能解決用
未知數列式之單
步驟問題。

5-a-04 能將整數單
步驟的具體情境問
題列成含有未知數
符號的算式，並能解
釋算式、求解及驗
算。

5-a-04-1 能用各種方式(口說/打字
/書寫/圈選…)列出整數單步驟具
體情境問題的算式
5-a-04-2 能使用計算機求出整數單
步驟具體情境問題算式的解
5-a-04-3 能用具體物/圖像/符號代
表未知數，將整數單步驟具體情境
問題表徵化或是列式。
5-a-04-4 運用各種方法進行工作或
解題後答數檢驗。如：計算機再算
一次或自行對答案或請別人協助
檢查等方法，檢驗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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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每一份多少 cc？
【運算】90×2÷6＝與 90÷6×2＝的答案相同
＊由於複雜的四則計算牽涉到許多規則，因此主要
以練習，可以從頭到尾，依序鍵入的計算為主。
＊在生活運用時，許多四則問題，可以運用多步驟
的方式解決。不一定列成一個算式。教學時可指
導學生將每個步驟交互運用計算機計算與紙筆紀
錄。
【例題】一個蘋果 50 元，買 3 顆；一根香蕉 10
元，買 6 根，總共要花多少錢?
【運算】先算 50×3＝150
再算 10×6＝60
最後 150+60＝210
＊ 運用實際經歷的情境，教師協助將描述簡化後，
引導學生列出算式，並引導學生逐步討論算式中
個數字代表的意義後，檢驗算式是否符合情境。
如到合作社購物的情境：帶 50 元到合作社，買
一枝筆，用掉 15 元，剩下多少錢？50-15＝（）
請客的情境：一盤放 5 個點心，想準備 10 盤，
要買幾個點心？5×10＝（）
＊ 在生活情境中，對於所列的算式，能操作計算
機，依所列的算式，逐步鍵入，算出算式的答案。
＊ 教師可以社寄一些生活情境問題，再視學生能
力，有些學生可以根據問題句子，逐句用具體物
表示，或是排列數字卡和圖卡表示，能力較好的
學生則可以直接用括號表示未知數，進行列式。
如下：
【題目】阿華原有 8 顆糖果，姐姐要再給幾顆糖果
之後，阿華才會有 10 顆糖果？
【能列出含未知數的算式】8＋（）＝10
＊ 教師可指導學生，選擇自己適合的方法，在工作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A-3-03 能認識等
量公理。

6-a-01 能理解等量
公理。

6-a-01-1 在不同場合能做「一對一
對應」的活動。
6-a-01-2 能配對相同數量的類似物
件（照片和實物、賣場型錄和實
物）。
6-a-01-3 能將有關聯的東西做等量配

＊

＊

對。

6-a-01-4 將一組物品的位置與排列
方式改變後，仍能表示出該物品的
數量。
6-a-01-5 能辨別不同形式的相同數
量。
6-a-01-6 能做數字與數量和錢幣的
對應。
6-a-01-7 能理解兩數量相同的物
件，拿掉或加入相同數量後依然相
等。
6-a-01-8 在生活中，會依某個數量
的增減，調整另一個相關數量增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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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教學重點
後，或是解題後，進行答數的檢查。這些方法可
以是計算機再算一次、自行對答案、對照視覺提
示、檢視工作流程或請別人協助檢查…等。如此
並可養成學生負責任的態度，以及對工作品質的
自我要求。
在不同時間，不同地點，都可以進行一對一對應
的活動。如:參前準備時在每個碗內個放一把湯
匙，點心時間在每個碟子上擺一隻杯子，穿鞋子
時一隻腳穿一隻鞋子，晾衣服時一個衣架晾一件
衣服…。
配對類似的物件。類似的物件，如大蘋果和小蘋
果，都是蘋果，可以進行等量配對瞭解個大蘋果
和 5 個小蘋果數量一樣多；3 個蘋果的照片、圖
片也可以和 3 蘋果配對，或是看到個蘋果圖片，
可以拿出 3 個蘋果。也就是學習具體物的數量可
以用圖片或符號表徵，而當能一一對應時，其數
量是相同的。
可運用生活中常見相關連物品進行等量關係配
對。如: 兩隻腳要穿兩隻鞋子，兩隻手要穿兩隻
手套，6 個人用餐要擺 6 個晚 6 把湯匙…等。
將同一組物品，改變排列方式後，可指導學生點
數，或進行一對一配對後，了解其數量不變，發
展數量的守恆概念。
不論物件擺放的方式和型態與位置如何，學生都
能找出相同數量的物件。例如:○○○○○與

都有 5 個。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6-a-01-9 在生活情境中能解決兩相
同的單位量，當單位數相同時總量
也一樣的問題。
6-a-01-10 購物時會用不同的錢幣
組合出相同的售價。
6-a-01-11 在購物時，能理解不同
物品單價、數量相同時，其總價也
相同。
6-a-01-12 在生活情境中能理解兩
物件的總量相同，所等分的份數相
同時，每一份量會一樣多。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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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位值板、收銀機、分類盒等指導學生，依照
數字或是價錢，拿出對應的數量實物或錢幣。
教師可以準備兩堆數量相同的物件，如:糖果、
球、積木、花片…，同時增減數量後，讓學生一
對一對應印証或點數印証，了解數量仍然相同。
也可以在天平的兩端同時加同重量的物品（法
碼、糖果、雪花片..等），讓學生透過操作知道
在天平兩端同時加相同某物時依舊相等，藉以引
導出等量的概念。
容量、長度等也可以進行相關的兩量相等的教
學。
在生活情境中常會遇到數量需要增減的情形。
如:家中用餐人員增加，需準備的餐具也需增
加。在學校學生數量增減，桌椅也需對應增減；
藝文課、體育課中分發用品；職業課中購買材
料、裝配材料…等，都是可以運用的情境。
一盒巧克力有 6 個，一盒月餅也有 6 個，3 盒巧
克力的數量會和 3 盒月餅的數量一樣多。教師可
以依學生的能力，採用一對一對應、數數、連加、
乘法等方法讓學生了解兩相同的單位量，當單位
數相同時總量也一樣。
5 +○
5 ＝10
同一個價錢可以使用不同的錢幣組合○
個一元＝○
10，因此教師可以讓學生熟悉較常用的
組合方式。另外也要讓學生了解，錢幣的組合只
要與售價相符，即可購買該物；即使是相同售價
的不同物品，也能購買。
教師可以舉生活實例，進行實物操作、配對、比
較，瞭解當兩物的單價相同，購買的數量也相同
時，總價相同的教學。如:麵包一個 10 元，香皂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6-a-02 能將分數單
步驟的具體情境問
題列成含有未知數
符號的算式，並求解
及驗算。

刪除

教學重點
一塊 10 元，買 2 個麵包要付 20 元，買 2 塊香皂
也同樣要付 20 元。教學時可舉更多的例子讓學
生類化。
＊ 要設計適合的情境，讓學生以具體物操作學習。
如:午餐時間，6 顆小番茄分給 3 個小朋友和 6 塊
雞塊，分給 3 個小朋友，結果都是 2 個。
刪除

A-3-04 能用含未
知數符號的算式
表徵具體情境之
單步驟問題，並解
釋算式與情境的
關係。
A-3-05 能解決用
未知數列式之單
步驟問題。
A-3-06 能用符號
表示簡單的常用
公式。

6-a-03 能用符號表
示常用的公式。

6-a-03-1 能依照圖像或半具體符號

＊學生日常生活中進行的活動，或工作，可以用各
種表徵方式，安排成學生能瞭解的工作表或是流
程圖。指導學生依照工作表或流程圖進行活動或
工作。如：課表、運動會活動程序，刷牙的步驟，
洗手的步驟，製作簡單實物的流程…等
＊教師可提供或運用各種媒材，如：圖卡、電腦、
色筆、配置圖…，指導學生安排自己的工作表、
活動，或是用在整理房間、櫃子等生活管理工作
上。
＊有些簡易的 DIY 玩具或是家具、電器等，會附上
圖解式的步驟或是說明，可以指導學生閱讀，並
運用逐步養成的方式學習組裝。

的指示進行活動或程序性工作
6-a-03-2 能運用各種方式，安排自
己的工作表或是活動。
6-a-03-3 能依照說明書，進行簡易
組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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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N-3-18 能由生活

6-a-04 能利用常用

中常用的數量關

的數量關係，列出恰

係，運用於理解問

當的算式，進行解

題，並解決問題。 題，並檢驗解的合理
(同 A-3-02)
A-3-03 能認識等
量公理。
A-3-04 能用含未
知數符號的算式
表徵具體情境之
單步驟問題，並解

性。 (同 6-n-13)

指標調整
6-a-04-1 主動接觸數量有關的事

教學重點
＊ 在生活中每天都會有許多與數量相關的事物，教
師可設計各種活動，如：定期量體溫、量身高體

物。
6-a-04-2 初步預知處理數量活動相
關的流程。

重並做紀錄等，引導學生多接觸，進而會主動接
觸與數量有關的事物。如：看溫度計知道當天的
氣溫，使用身高計量身高，使用體重計量體重，

6-a-04-3 會安排處理數量活動的順
序。

煮飯時使用量杯量米、量水，使用鬧鐘定時，使
用計算機計算，購物時注意到保存期限、售價、

6-a-04-4 能列出或勾選或排列單步

容量、重量，購買衣物時注意到選擇大小合適的
衣物…。

驟問題的算式。
6-a-04-5 在協助列出算式後，能使
用計算機進行解題。

釋算式與情境的

＊ 處理數量活動時在他人協助下，會表示接下去的
步驟，或完成接續的步驟。如：量身高時，知道
站穩後才能報讀身高計的刻度。或是解決應用問
題時，知道完成列式後，要進行計算才能得到結

關係。

果。

A-3-05 能解決用

＊ 處理數量活動要依照自己的需要安排順序，如：

未知數列式之單

購物付款。要先結帳，再依貨款付錢，拿取發票

步驟問題。

或是收據，逐項核對物品與價格，核對總價和找
回來的錢數。解應用問題、四則運算時。
＊ 依照情境或題意，引導學生對應過程，寫出單步
驟加減的算式。
＊ 在解決問題時，當他人協助列出算式後，會使用
計算機依算式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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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D-1-01 能將資料
做分類與整理，並
說明其理由。

1-d-01 能對生活中
的事件或活動做初
步的分類與記錄。

1-d-01-1 能把注意力集中在某些人
物、事物、物件或物件的某部分上
1-d-01-2 會找出被遮蔽的物件。
1-d-01-3 同一時間能以視覺檢視數
件物件。
1-d-01-4 能對生活中的物件依其屬
性做初步的分類。
1-d-01-5 能將生活情境與分類技能
做連結。
1-d-01-6 能配對生活中原本是一對
的物件，學習相同的概念。
1-d-01-7 能配對類似物件（照片和
實物、賣場型錄和實物）。
1-d-01-8 能將有關聯的東西做配
對。
1-d-01-9 能從周遭環境中依提示找
出某一物件。
1-d-01-10 能 在 一 堆 混 雜 的 物 件
中，將相同的實物/圖卡/符號集合
成一堆。
1-d-01-11 能從一堆相同或是同類
的物品找出「不同」的。
1-d-01-12 能以物品的外形做配對
分類。（三角形、紅色）
1-d-01-13 能以物品的功能做分類。
1-d-01-14 能將物品依特定的屬性
加以分類。（可吃的、不可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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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當旁人將事物從眼前移過，目光會注意到物件消
失的一點，或重複多次事物出現又從眼前消失，
學生能在物件重現前，把目光投在物件將會出現
處。當物件製造出聲音時，會把頭轉向音源搜尋。
教師可以準備有趣的形狀，鮮豔的顏色，會發出
聲響的玩具…等學生喜愛的物品進行教學。
將學生喜愛的物件在他面前蓋住，示範找出該物
件，之後可運用加上有趣的聲響等，引導學生打
開遮蔽物，找出該物件。剛開始時只遮蔽一部分，
再依學生進步狀況調整遮蔽量，也逐步增加尋找
的難度。
教師在學生前方展示 3-5 件物件，示範和引導學
生將物件移到自己眼前，並拿起物件把玩或觀看。
教師先運用示範，再提供範本引導學生觀察，請
學生從一堆物品中找出相同的。干擾變項需由少
量逐漸增加，以建立學生的成功經驗。
可從多組實物的配對，進而照片配對，圖卡配
對，線畫符號的配對，由具體漸至抽象。如:根據
教師展示的實物（杯子）
，找出另一隻一模一樣的
實物（杯子），教師並且示範說明這是「相同的」
或「一樣的」物件。
生活中原本是一對的物件，鞋子、襪子…，有時
雖然不完全一模一樣，但是大部分相同，且存在
著相當的關係，而且生活中經常需用到，所以這
種能力的養成是重要的。如；教師先拿一隻鞋子、
一隻襪子、一隻耳環…等，再拿另一隻讓學生尋
找配對，配對成功後，告訴學生，這是相同的一
對…一雙…。
（可以與生活教育結合進行訓練，如:
將一雙襪子整理好歸位）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1-d-01-15 能依指定條件配對物
件。（黃卡黃筆、交通號誌）
1-d-01-16 能依內在屬性做分類（動
物、植物、家電、交通工具…）
1-d-01-17 能理解物件的從屬包含
關係。（筆放在鉛筆盒、鉛筆盒放
在書包）
1-d-01-18 能按兩層次指定條件，
進行逐次分類。（如資源回收）
1-d-01-19 能按三層次指定條件進
行逐次分類。
1-d-01-20 能理解社區商店、大賣
場、百貨公司物品陳設與分類
1-d-01-21 運用賣場的陳設與分類
規則找到所要購買的物品。
1-d-01-22 能依生活需要決定分類
屬性後進行分類。（如整理玩具、
衣物、廚房用具、實習店鋪擺設）
1-d-01-23 了解學校、社區圖書館、
書店的空間區分與圖書分類方式
1-d-01-24 瞭解社區環境中生活空
間分類方式（住宅區、工業區、商
業區）
1-d-01-25 能用各種方式把同類物
件整理在一起。如:排列成行、堆
疊成堆、放到不同櫃子、抽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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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配對類似的物件。類似的物件有許多相同的地
方，也有少許不同的地方，如大蘋果和小蘋果，
都是蘋果，可以配對在一起；蘋果的照片或圖
片，也可以和蘋果配對。也就是學習具體物可以
用圖片或符號表徵。
可運用生活中常見相關連物品進行關係配對練
習。如:腳和鞋子，手和手套、碗和湯匙...，等。
大人可以運用與目標物相同的實物圖卡或語言
提示（特性或位置的描述）、視覺提示、位置圖
等，找出環境中的指定目標物。如:找到自己的
杯子喝水、找到自己的櫃子放置物品。練習時可
以從干擾訊息較少的環境安排練習起；再安排干
擾訊息較多的情境進行練習。
教師準備幾樣實物/圖卡/符號，各數個，還準備
幾個籃子，請學生將相同的放在同一個籃子裡。
混雜的物件可由少到多。
教師準備一個籃子，在裡面放置許多相同（同類）
的物件，ㄧ個不同的物件，請學生把不同的物件
挑出來。（可以與生活教育結合進行訓練，如:從
襪子堆中挑出手帕）
教師可運用分類整理箱、藍子、分類表等，加上
視覺提示，進行分類的教學。外型屬性可以依物
品的大小/形狀/顏色…等特質，進行分類。
教導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進行物品功能的配對，如
掃把用來掃地，刷用來刷牙，筆用來寫字。評量
時可運用實作觀察，如飯後刷牙會去拿牙刷，要
寫作業會拿筆。更進一步可以擴大類別進行功能
分類。如：掃把、畚斗、抹布、拖把…都是清潔
環境的用具。/所有者
特定屬性分類教學，教師可以指定學生從一堆物
品中，找指定的屬性的物品。如找出可以吃的、
找出某個所有者的物品…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理盒等方式整理資料或物件。
1-d-01-28 會在自己的增強板上做
紀錄。
1-d-01-29 能以圖像/文字紀錄自己
的課表。
1-d-01-30 在實際生活情境中，運
用圖像列表製作工作清單供運
用。（打掃工作掃把 1 枝、拖把 1
枝、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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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依指定條件配對物件，通常是非自然而是透過約
定的。如綠燈可以過馬路紅燈要停下等待、教師
運用視覺提視時，當老師拿出黃卡，學生能對應
拿出黃筆；有些非語言的肢體動作亦需要進行配
對，如：食指放在嘴巴上表示要安靜。
教學時可以用較概括性的類別示範，指導學生做
分類，如香蕉是水果，放進水果的籃子，蘋果是
水果放進水果的籃子。而教學時也要提供反例，
如杯子不是水果，不能放進水果的籃子。學生熟
悉單一類別分類後，也可以逐步增加分類的類別
一次進行多類別的分類。
生活環境中具有從屬包含的物件或關係均可作
為教學的材料。如：筆、擦布和鉛筆盒書本和書
架、餐具和烘碗機、家庭成員和家庭、玩具和玩
具櫃…等。評量時則可觀察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的
表現。
兩層次指定條件分類。如資源回收時，先分成資
源、廚餘、垃圾，再將資源分成紙類、塑膠類、
鐵鋁罐。需要分兩次進行分類。
如整理房間時，將衣物、玩具歸類，再將衣物分
內衣、外出服，有將外出服分為冬季、夏季逐次
分類整理歸位。或餐飲：可分成中餐西餐，西餐
又分前菜、主菜、點心、飲料，主菜又分排餐、
飯類、麵類、焗烤類。這些載運用時都要經過多
層次分類。
一般賣場或生墊為了便利顧客找尋需要的物
品，以及管理方便，會將物品分區分類放置販
售。教學時可運用實地參觀、照片、影片、圖畫
書、平面圖、電腦資訊等進行教學。
指導學生進入賣場購物時，先詢問或觀察賣場擺
設分類情形，再到所需購買物品的區域進行選
購。教學時可以從模擬商店、學校合作社、社區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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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便利商店等較小型的購物場所練習起。
學生在整理自己的抽屜、書包、房間時都需要自
己決定分類整理的方式，教師可運用這些情境讓
學生練習。由於每個班級或家庭以及學生的生活
環境和需要都不同。因此教師可以是學生需要佈
置安排教室，同時引導學生參與。家庭的部分則
請家長合作，並讓學生參與。
透過實地參觀和使用這些空間，去瞭解各個空間
物件的歸類方式。
透過影片、圖書、實地參觀和各種知覺感受，瞭
解所處鄉鎮或社區各個空間的不同。
當有多類物件或資料需要分類時，運用整理的工
具或方法可以增加分類的效率。教師可以運用示
範和視覺提示的方式，指導學童進行分類的工
作。如用排列成行的方式整理增強代幣貼紙，用
堆疊成筒狀的方式將相同硬幣分類；用不同的架
子整理書和 CD；用不同的抽屜整理小衣物；用資
料夾整理自己的各科作業；用整理箱整理自己的
玩具；用收銀機整理各種錢幣…等。
教師運用增強制度，指導學生在增強板上，紀錄
自己得到的代幣。代幣可是學生能力使用實物、
圖片、符號等。
教師可使用實物、圖片、符號、文字等，指導學
生製作自己的功課表、或是一天的作息表
能從清單中找出所需要的物品，進行工作。如掃
地工作清單、每日上學需準備的物品清單、校外
教學準備物品清單等，能以圖像、符號、文字、
數字等製作清單，並在他人協助下，運用清單整
理所需物品。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D-1-01 能將資料
做分類與整理，並
說明其理由。

1-d-02 能將紀錄以
統計表呈現並說明。

指標調整
1-d-02-1 能在提供的表格上，使用
實物分類記錄。

教學重點
＊ 運用表格紀錄時，可以使用實物直接移到表格上
做紀錄。如:在配合圖形教學進行分類時，直接將

1-d-02-2 能將分類的結果，在表格

實物移到，教師所提供的表格上作紀錄。此時的

上以一對一對應的方式紀錄。
1-d-02-3 進行簡單分類活動時，能
用提供的圖表，以各種合適的畫記

表格也許只是可以區分類別範圍的簡單圖表。
＊ 進行分類教學時，可將分類的結果，以一對一的
方式進行紀錄。教師先準備可以一對一應的表

法製作物品分類清單。

格，開始練習時，可以將分類的物件直接移到一

1-d-02-4 能用提供的紀錄表，使用
圖像/符號等合適的方法紀錄自己

對一的格子中，然後將圖形直接描下，或作上一

的增強表、出席情形、作業檢核、

個對應的記號，再將實物移走的方式，製作紀錄

生活管理、行為達成、調查活動等

表。

狀況
1-d-02-5 能透過簡單的數據處理把
蒐集到的資料展現成統計表
1-d-02-6 能運用表格對生活中的事
件或活動按照分類與數量作成統
計表。
1-d-02-7 能表示出自己分類的規則
（如顏色、形狀、材質等）
1-d-02-8 能透過簡單的提問，回應
收集到的資料。

177

形
狀

數

量

○
△
□
＊ 將一堆物件分類後，能用圖畫/記號/符號/文字
等方法，在空白表格上製作物品分類清單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教學重點

指標調整

形
狀

數

量

○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ˇ ˇ
□ ˇ ˇ ˇ ˇ ˇ
形
狀

數

量

○ ˇˇˇˇˇˇ
△ ˇˇˇˇ
□ ˇˇˇˇˇ
形
狀

數

量

○
△
□
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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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

奶茶

○○○○○○○○○

果汁

○○○○○○

量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教學重點

指標調整
飲 料 數

量

奶 茶

9

果 汁

6

形
狀

數

量

○ 正
△
□ 正
＊ 當學生會運用一對一對應的方式進行紀錄後，可
以設計學生能了解的表格，在生活上指導學生使
用紀錄表，如:增強紀錄，生活作息的活動，也可
以配合班上同學的調查活動，如早餐種類紀錄、
出生月份紀錄、喜愛物品紀錄…等。
＊ 將各種畫記的紀錄表以數字表示。如:
＊ 以下為一年甲班訂購飲料統計表。
飲 料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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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

奶 茶

000000000

果 汁

000000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教學重點

指標調整
飲 料 數

量

奶 茶

9

果 汁

6

＊ 教可以運用日常生活中的活動，進行分類統計
後，做成統計表。如:統計班上男女生人數、訂
購飲料時進行喜歡喝的飲料統計、調查喜歡看的
電視節目或卡通、調查下課喜歡從事的活動、調
查喜歡吃的食物…等，先畫記後做成統計表。
＊ 給予學生一堆物件，讓學生依自己的選定的屬性
分類後，說明或表示自己的分類規則。例如:給
予各種文具和交通工具模型，讓學生分類；或是
給予各種顏色的形狀板，讓學生在空白表格上分
類，並填/貼上縱軸與橫軸所代表的意義後，進
行紀錄。
＊ 配合統計或調查的活動，所做出的統計表，如：
一年甲班訂購飲料統計表進行提問，讓學生練習
從縱軸和橫軸所代表的意義及各項目，看懂統計
表。而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能力使用合適的 方
式進行回應（說明/圈選/指出）統計表的結果。
例如:教師根據上面的統計表提問
（1） 一年甲班想要喝奶茶的有多少人?
（2） 一年甲班想要喝果汁的有多少人?
（3） 喝奶茶的人多還是喝果汁的人多?多幾人?
（4） 全班有多少人訂飲料?
＊ 1-d-02-2 到 1-d-02-9 建議教師視班級學生能力
與需求，必要時可以移到二年級時再進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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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D-2-01 能 報 讀 生 3-d-01 能 報讀 生活 3-d-01-1 報讀日常生活中簡單一維
活中常見的表格。 中常見的表格。
表格。如:資源回收分類紀錄表、

＊

掃地工作分配表…等
3-d-01-2 能看懂簡單步驟清單。
3-d-01-3 在生活中能從一維簡單
的清單、列表找出資料。
3-d-01-4 在日常生活中能報讀和
運用簡單二維表格。
3-d-01-5 在日常生活中能從複雜
的二維表格中找出所需的資料。
3-d-01-6 會看簡單的紀錄表，簡單
解釋數據資料。
3-d-01-7 在家人協助下會分類家
中各項帳單
3-d-01-8 能報讀家庭中各項帳單
(電話費、水費、電費、存款簿、
收支表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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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一維的清單列表如：全班學生名單與座號、各班
人數統計表、某電視台一天的電視節目表、簡單
餐廳價格表、一週氣象預報、一天的增強板、班
級幹部選舉開票結果統計表、…等都可以教學生
報讀。教師可依日常班級活動製作表格指導學生
報讀，如：班級點名條逐一點出班上學生。依物
品清單排列整理櫃物品。也可以從報章雜誌，電
腦網站搜尋學生日常生活中會接觸到的表格指
導學生報讀。如氣象局網站，行政院網站等。
教師可結合生活管理訓練，製作簡單步驟清單指
導學生報讀，並依步驟操作。如：洗手步驟、刷
牙步驟…
運用一維表格的材料，例如從一週天氣預報查出
明天或是校外教學日的天氣狀況，從電視節目表
查出喜歡看的電視節目時間，從運動會程序表查
出自己表演活動的時段或順序，…。
日常生活中的簡單基本二維的表格。如：班級座
位表、遊覽車座位表、電影院座位表、一週班級
功課表、全班出缺勤紀錄表、全班一週的增強
板、社區診所門診表、報紙上各臺電視節目
表…）。教師可運用電腦輔助教學或是兩條不同
顏色的線或兩把尺代表橫軸和縱軸，指導學生移
動找出交會點，即為所需的資料。如：從功課表
知道上下課的作息時間，從電視節目表知道想看
的節目播出的時間…。
有些二維表格較大較複雜，如：大醫院的門診時
間表、火車時課表…。教學時須指導學生依特定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

＊

＊

D-2-02 能 認 識 並 4-d-01 能 報讀 生活 4-d-01-1 從生活資料中能分辨出
報讀生活中的長條 中常用的長條圖。
長條圖
圖、折線圖。
4-d-01-2 能透過簡單的提問，回應
「一格代表一」的實物長條圖。
4-d-01-3 能看圖像長條圖，用數數
的方法作簡單的讀圖數據報告。
4-d-01-4 能根據生活中簡單長條
圖，作讀圖數據報告。
4-d-01-5 能根據生活中簡單長條
圖上，圖示高矮、長短，直觀回應
簡單的比較提問。
4-d-01-6 能根據長條圖的圖示，進
行數據，讀取所需的資料的比較
進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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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教學重點
條件有次序的搜尋。
如看作業繳交紀錄，知道自己要補繳哪些功課；
看班長選舉統計表知道誰當選班長；看增強板計
算出自己設否可以換禮物，或是還需要即多少代
幣才能換禮物。看型板分類統計表能表示出最多
的項目和最少的項目或進行各項目的比較。
電話費、水費、電費、發票、存款簿、收支表等
都是家中常見的表格，可運用分類盒、抽屜等指
導分類，並請家長配合在家中練習
主要以報讀家中常見的電話費、水費、電費、發
票、存款簿、收支表等的日期和應繳金額或總價
為主。（視學生能力必要時，移到適宜的年段進
行教學）
教師可從報章、雜誌、網路提供許多不同的圖表
和範例，長條圖與非長條圖，介紹長條圖給學
生，並讓學生找出長條圖。
教師可將學生分類物件的工作紀錄，製作成「一
格代表一」的長條圖，並在其上貼實物或圖片，
再進行提問，請學生根據圖表進行回應。
教學報讀長條圖時，數據資料需配合學生的數量
能力，「一格代表一」或圖像長條圖，可指導用
數數的方式，報讀各項目的數據。
教師要先收集或製作好生活相關長條圖供學生
報讀。指導找到所指定的項目，在查長條圖的最
高點，對應到另一軸上的數據。如：月份生日統
計、喜好的食物、休閒活動…等。
教師可運用長條圖上相鄰兩項目圖示高矮進行
比較，若學生能比較多物長短高矮時，則可進行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教學重點

指標調整

＊
＊
＊
D-2-02 能 認 識 並 4-d-02 能 報讀 生活
報讀生活中的長條 中常用的折線圖。
圖、折線圖。

4-d-02-1 會分辨折線圖
4-d-02-2 會看簡單的折線圖，回應
數據提問。
4-d-02-3 會看折線圖讀出自己一
天中每節課所獲得的點數或工作
量。
4-d-02-4 會觀察折線圖上升下降
的趨勢，報讀及應用生活中折線
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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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項目的比較瑅問。能依據長條圖示比較數據
大小、多少、長短。
能報讀長條圖上顯示的數據。
長條圖中有些只處理單一條件資料的普通長條
圖，視覺上較簡單，教學時以教此類長條圖為主。
學生能力較好者可以教學二種條件資料的變形
長條圖。
折線圖通常用於處理有秩序性的資料，通常橫軸
為「次序」。如：時間、座號、序號等。教師可
從報章、雜誌、網路提供許多不同的圖表和範
例，折線圖與非折線圖，介紹折線圖給學生，並
讓學生找出折線圖。
教師可以提供學生每日活動觀察紀錄，如用餐時
間紀錄表所繪製的長條圖。指導學生報讀每日用
餐花了多少時間，再觀察前後兩日數據連線的趨
勢，了解用餐時間的變化，教師可提問相關問
題。如:哪一天用餐花最多時間?。或是連續幾個
月的身高體重測量後將結果繪製成長條圖，指導
學生觀察，這幾個月成長的情形。教師可提問相
關問題。如:身高愈來愈高還是矮?一週氣溫所繪
製的折線圖，指導學生報讀每日氣溫，或回答哪
一天氣溫最高?或是看個人一週增強系統所繪製
的折線圖，回答該週中收集代幣最多的是哪一
天?
指導報讀折線圖上指定點顯示的數據。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D-3-01 能整理生
活中的資料，並製
成長條圖、折線圖
或圓形圖。

分年細目指標
6-d-01 能整理生活
中的資料，並製成長
條圖。

指標調整
6-d-01-1 以數數的方法蒐集統計
資料。
6-d-01-2 用數字或符號計數，整理
簡單的紀錄表。
6-d-01-3 能整理紀錄班級票選活
動資料的統計結果。
6-d-01-4 能整理調查訪問活動資
料的統計結果。
6-d-01-5 能運用適合自己能力的
方式，根據現有資料記錄表，在
提供的長條圖架構上製作長條
圖。
6-d-01-6 能根據個人生活相關事
件、活動統計資料，製作長條圖。
6-d-01-7 會將生活中票選、調查等
活動資料繪製成長條圖。
6-d-01-8 運用資訊科技工具製作
長條圖。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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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指導依據折線圖趨勢比較數據多少。
當將物件分類後，可以指導學生用數數的方式，
蒐集各類別的數量，進行資料統計。
製作長條圖之前，除了以實物直接製作長條圖的
方式，可以讓學生將實物在長條圖框架上逕行分
類外；需指導學生用貼紙、符號、畫記、數字將
資料整理，先分類紀錄或是先做成統計表，再繪
製長條圖。
教師可配合班級幹部選舉，校外教學地點，園遊
會、慶生會點心票選…等活動，提供適合的表
格，指導學生使用貼紙、各種畫記等方式進行資
料整理。
配合自然與社會、綜合領域將調查訪問的資料用
一對一符號或畫記的方式，在提供的表格上，整
理成含有類別和數據資料的統計表。如:校園植
物種類調查、血型調查、喜愛的水果調查、個人
零用錢調查、喜愛的電視節目調查…等，學生有
興趣的主題。
長條圖主要運用在處理非連續數據資料，如不同
的形狀、地點、種類、不同的喜好…等。
長條圖可以是橫式，也可以是直式，均可指導學
生製作。
有些學生可用實物排列的方式，或是一對一著色
的方式在提供的長條圖架構上，製作長條圖。教
師可先提供以方格紙製作，含有活動標題，以及
橫軸和縱軸的單位、間距和類別的長條圖框架，
讓學生將投票用的磁鐵、貼紙、積木、圖卡、其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他實際物件等，直接排列在框架上，製作成長條
圖或是以一對一著色的方式，製作成長條圖。
＊ 當教師指導學生將個人活動，如增強系統、個人
工作量、個人飲食紀錄等整理成統計表後，可引
導學生用各種適合的方式在長條圖框架上製作
長條圖，並比較自己的表現情形，進而能調整自
己的行為。
＊ 教師引導學生實際進行票選調查等活動，並整理
成資料表後，選擇適合的方式繪製長條圖；並讀
取長條圖上的訊息。如：選班長時，最高票是誰?
誰當選班長?...；全班最喜歡看的電視節目是什
麼?..等。
＊ 在教師運用和收集已經設計好的繪製長條圖資
訊工具，使用互動式對話框選擇的方式，依照流
程將統計表上的資料，繪製成長條圖。

D-3-01 能整理生

6-d-02 能整理生活

活中的資料，並製

中的有序資料，並繪

成長條圖、折線圖

製成折線圖。

或圓形圖。

6-d-02-1 能在提供的統計表上，長
期紀錄生活中的有序資料。

＊ 生活事件中常需要處理連續數據資料，如定期測
量體重、身高、觀測溫度、植物成長、每月用水

6-d-02-2 能根據紀錄表，畫出自己

量、用電量、吃飯所花的時間、增強物或工作量

生活相關的有序資料折線圖。如:

的變化…等。均可依學生需要，指導進行紀錄。

行為表現、身高、體重…等。
6-d-02-3 運用資訊科技工具製作
折線圖。

＊ 先使用輔助工具在折線圖框架上找出數據對應
的點。教師可先提供以方格紙製作，含有活動標
題，以及橫軸和縱軸的單位、間距和類別的折線

6-d-02-4 能根據長期紀錄所繪製
折線圖所呈現的趨勢，調整自己
的行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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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框架，在配合 L 型輔助器、電腦輔助教學等，
指導學生找出數據對應點。
＊ 再將折線圖框架上相鄰的兩個數據資料點用直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分年細目指標

指標調整

＊

＊
＊

D-3-01 能整理生
活中的資料，並製
成長條圖、折線圖
或圓形圖。

6-d-03 能報讀生活
中常用的圓形圖，
並能整理生活中的
資料，製成圓形
圖。

6-d-03-1 能辨別日常生活中的圓形
圖。
6-d-03-2 日常生活中能從圓形圖各
類所代表色塊大小，區辨最多或最
少的類別。
6-d-03-3 在有人協助處理數據後能
製作簡易圓形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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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連起來，繪製折線圖。可以使用直尺和筆繪
製，也可以使用圖釘和毛線或是其他學生適合的
方式。
在教師運用和收集已經設計好的繪製長條圖資
訊工具，使用互動式對話框選擇的方式，依照流
程將統計表上的資料，繪製成折線圖。
折線圖主要運用在處理連續數據，可從彎曲線的
變化，觀察其趨勢。
教師可依學生需要提供不同的協助，整理自己的
資料，並進而引導觀察其發展趨勢，調整自己的
行為。如:根據行為進步的趨勢繼續持續努力，根
據體重增減的趨勢，調整自己的飲食。根據溫度
的變化調整自己的衣著…等。
圓形圖常在生活週遭出現，教師可以提供報章雜
誌或網路資訊上的圓形圖進行教學，尤其選舉過
後通常有許多相關資料，可以指導學生區辨文字
資料和圓形圖，也可以指導學生分類區辨長條
圖、折線圖、圓形圖。
指導學生區辨最大的色塊和最少的色塊，代表的
類別。並能了解色塊愈大，表示該部分在整體中
佔的份量越多。
教師可以提供將一百等份簡化為每 10 等份為一
區塊的圓形圖，供學生依現有的數據著色或拼
貼。或運用已經設計好的繪製圓形圖的資訊工
具，使用互動式對話框選擇的方式，依照流程將
統計表上的資料，繪製成圓形圖。還可以指導學
生運用一百元換成 10 個十元後，規劃自己的錢
如何使用，然後做成圓形圖，了解自己一百元運
用的情形。

參考資料:
教育部(民 97)。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台北市。
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民 83)。小數學教材分析。統計與機率。台北縣。
國立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民 89)。特殊學校(班)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課程學習評量工具。評量手冊。嘉義市。
教育部(民 89)。特殊學校(班)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類課程學習目標檢核手冊。台北市。
劉秋木（民 85）。國小數學科教學研究。台北市：五南圖書公司。
陳竹村、林淑君和陳俊瑜（ 2001）。小數學教材分析—分數的運算與概念。台北：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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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2009)。「融通」學習成效量表。評估工序數學教育。香港。
香港各領域
各年段
教材庫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365&langno=2
香港特殊教育教學資源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3261&langno=2
香港特教中心各類資源參考資料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524&langno=2
昌爸數學工作坊http://www.mathland.idv.tw/game/mathgame.htm
數學資料庫http://db.math.ust.hk/fun/c_games.htm
九年一貫數學部編教科書http://mathtext.project.edu.tw/index.php?d=ani
高雄市博愛國小數學遊戲http://www.ceag.kh.edu.tw/htm/ceag2/htm/Math/d/d002/%BC%C6%BE%C7%B9C%C0%B8.htm
Primary games http://www.primarygames.co.uk/
飛天互動學園http://www.ccboy.com.tw/bairn/game/gamelist.asp?GameSubject=H&Page=1&GameMainMajor=H3
香港教育城小學數學科園地http://www.hkedcity.net/iworld/link/index.phtml?iworld_id=41&parent_id=937
國民教育社群網http://teach.eje.edu.tw/9CC/index_new.php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http://www.naer.edu.tw/audiovisual/u_audioList_v1.asp?id=245
國小數學教材分析http://203.71.239.23/naerResource/study/216/index.htm
九年一貫數學教育網http://vr.me.ncku.edu.tw/~math/home/style1/
Math seed 數學領域課程與教學輔導網http://mathseed.ntue.edu.tw/main.htm
國民中小學數學教師成長網http://203.71.239.19/math/
萬用揭示板數學教學網http://163.21.193.5/
南一書局E網http://www.nani.com.tw/nani/2007naniweb/NANI_index.jsp
康軒教師網http://www.945enet.com.tw/Main/ElementarySchool.asp?BC=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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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啟智數位教材資料庫http://www1.kmsmr.kh.edu.tw/books.htm
桃園建國國中教材資料庫http://nerc2.ckjhs.tyc.edu.tw/
樂在數學國民中小學數學教學補充說明手冊http://teach.eje.edu.tw/enjoy%20in%20math/photo/index.htm
民生數學天地http://www.msps.tp.edu.tw/math/
數學知識網站http://episte.math.ntu.edu.tw/
親子數學遊戲http://www.tces.chc.edu.tw/math/small/game.htm
圖畫書學數學http://www.tces.chc.edu.tw/math/small/book.htm
林明仁 實用教學活力激發資訊庫http://sctnet.edu.tw/Resource/reProfile.php?reFile_id=gBgeieei200508152250351124117435.doc
教師專業社群思摩特 http://sctnet.edu.tw
李致弼 國小四年級長條圖課程設計
http://sctnet.edu.tw/Resource/reProfile.php?reFile_id=CBiBgeBChJB200504101936291113132989.zip&reClass_id=4&VC=11
施子慧 數學故事（1）-- (月曆-分公升-分分看-時間)
http://sctnet.edu.tw/Resource/reProfile.php?reFile_id=gBdahaBCi200303202302061048172526.doc&reClass_id=4&VC=11
施子慧 數學故事（2）--(乘法)
http://sctnet.edu.tw/Resource/reProfile.php?reFile_id=gBdahaBCi200303202305401048172740.doc&reClass_id=4&VC=11
施子慧 數學故事（3）--分分看
http://sctnet.edu.tw/Resource/reProfile.php?reFile_id=gBdahaBCi200303202308041048172884.doc&reClass_id=4&VC=11
曾雅薇 分好才吃http://sctnet.edu.tw/Resource/reProfile.php?reFile_id=gBCCeCdhBJ200211301559191038643159.doc&reClass_id=4&VC=11
史英 為什麼先乘除後加減?
http://sctnet.edu.tw/Resource/reProfile.php?reFile_id=gBfJCdBBJC200201310113371012410817.doc&reClass_id=4&V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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